說

明

一、我國海關進口稅則自 7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以關稅合作理事會（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1994 年採工作小組名稱「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簡稱 WCO）制定
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為基
礎編訂而成。有關貨品之分類及號別之認定，應依據解釋準則及總則所載有關規定辦理。
二、海關進口稅則總則一規定：本稅則各號別品目之劃分，除依據本稅則類、章及其註，各號
別之貨名及解釋準則之規定外，並得參據關稅合作理事會編纂之「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H.S.）註解」及其他有關文件辦理。
三、為便於參閱，財政部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專案工作小組將「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註解」
編譯為中文，並於 77 年 5 月間出版，迄今該註解歷經多次修正（包括 1996、2002、2007、
2012 及 2017 年版大幅修正），並經財政部核定公告實施。為期本註解中文譯本更為週全，
以及配合 2017 年版修正公告實施者重行編印，共分上、下冊，並採活頁式裝訂便利抽換，
以供各有關機關及相關業者參考。
四、各節之後有（＋）記號者，係指其下另有目註解。
五、方括號內之節如[25.27]，表示該節已刪除。
六、本註解中文譯本僅供參考，如解釋發生疑義，應以其原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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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H.S.)解釋準則
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貨品之分類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準則一
類、章及分章之標題，僅為便於查考而設；其分類之核定，應依照各節
所列之名稱及任何有關類或章註為之，此等節或註內未另行規定者，依照後
列各準則規定辦理。
註解：
(Ⅰ)商品標準分類之建立係便利國際貿易，將貨品分成類、章及分章，並予標題，儘量詳列其所包含之種類與項
目。惟在頗多情況下，不可能將全部所有各種貨品加以歸類，或在標題中加以特別說明。
(Ⅱ)準則一之標題僅係便於查考而設，其分類並無法律依據。
(Ⅲ)本準則後段之分類之認定原則如下：
(a)根據各節之項目及相關之類註或章註加以分類。
(b)此等節或註內未另行規定者，則適用於準則二、三、四及五之規定。
(Ⅳ)註解(Ⅲ)(a)甚為明確，由於多數貨品已在本商品標準分類中加以分類，不需由解釋準則再加解釋（例如，活
馬（第 01.01 節），第三十章章註 4 之藥品（第 30.06 節））。
(Ⅴ)註解(Ⅲ)(b)：
(a)所稱「此等節或註內未另行規定者」，旨在確立節所列之名稱及任何相關類或章註是最重要的，換言之，
為決定分類時優先考量之規定。例如，第三十一章之章註規定，該章某些節僅包括特定之貨品，因此，那
些節就不能擴及至根據準則二(乙)之規定歸入那些節之貨品。
(b)所稱「適用準則二、三、四及五之規定」依照準則二係指：
(1)貨品進口時不完整或未完成者(例如，沒有車座和輪胎之腳踏車)，及
(2)貨品進口時未組合或經拆散者(例如，腳踏車未組合或經拆散，所有組件同時進口)，其組件可分別歸入
其應歸屬之稅則(例如輪胎、內胎)或其「零件」之稅則，
這些貨品若符合準則二(甲)且節或註內未另行規定者，視為完整或完成品而分類。

準則二
(甲)某節中所列之任何一種貨品，應包括該項貨品之不完整或未完成者在
內，惟此類不完整或未完成之貨品，進口時需已具有完整或完成貨品之
主要特性。該節亦應包括該完成之貨品（或由於本準則而被列為完整或
完成者），而於進口時未組合或經拆散者。
(乙)某節中所列之任何材料或物質，應包括是項材料或物質與其他材料或物
質之混合物或合成物在內。其所稱以某種材料或物質構成之貨品，則應
包括由全部或部分是項材料或物質構成者在內。凡貨品由超過一種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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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材料或物質構成者，其分類應依照準則三各款原則辦理。註解
準則二(甲)
（不完整或未完成之貨品）
(Ⅰ)準則二(甲)前段適用範圍及於全部之節別，不限於完成之貨品並包括具有完整或完成貨品主要特性之不完整或
未完成之貨品。
(Ⅱ)本準則之規定亦適用於毛胚，除非該毛胚已在某一章節具體列明。所稱毛胚係指貨品已具有完成品或
零件之概略外觀，但不能直接使用，除特殊情形外，應俟完成後始可作為製品或零件使用（例如，塑
膠製之瓶胚（Bottle Performs）為管狀之中間產品，其一端封閉，而另一開口端具有可用螺紋，在螺
紋端下方部位則係供膨脹成期望的尺寸及形狀）。
半製品尚未具有完成品之主要形狀（例如常見的鋼條、鋼盤、鋼管等），不視為毛胚。
(Ⅲ)第一類至第六類各章節之貨品，通常不適用本準則。
(Ⅳ)運用本準則之個例，詳類或章之總註解（例如，第十六類及第六十一、六十二、八十六、八十七與九
十章）。

準則二(甲)
（未裝配或散裝之貨品）
(Ⅴ)準則二(甲)後段所述已完成貨品，不論為未裝配或散裝均分類於已裝配貨品同一章節。此等未完成狀態
貨品通常係為便於包裝、處理或運輸。
(Ⅵ)未裝配或散裝的不完整或未完成的貨品適用本準則；如係完整或完成之貨品則適用本準則前段。
(Ⅶ)本準則所列「未裝配或散裝貨品」係指此貨品的組件藉由固定用之物件（螺絲、螺帽、螺釘等）或藉鉚
接或焊接等即可裝配完成。
上述方法不考慮組合的複雜性，然而，組件不得再作進一步加工，以供組合成完成品狀態。
經裝配完成而多餘之零件應另行分類。
(Ⅷ)本準則個例說明詳類或章之總註解（例如第十六類及第四十四、八十六、八十七與八十九章）。
(Ⅸ)本準則(甲)款通常不適用第一類至第六類各節之貨品。

準則二(乙)
（材料或物質之混合物及合成物）
(X)準則二（乙）包括材料或物質之混合物及合成物，以及含二個以上材料或物質之貨品。有關材料或物質
（例如第 05.07 節象牙）與特定材料或物質（例如，第 45.03 節天然軟木塞的貨品）應分類於不同之節
別。如節或類註、章註中無規定則根據準則所定（例如，第 15.03 節豬油、未經……混合者）。
已調配之混合物在準則一之類註或章註或節中有分類之規定。
(XI)本準則之範圍涵蓋所有材料或物質之節，包括材料或物質或其他物質及材料之混合物或組成物。本準則之範
圍涵蓋所有特定材料或物質之貨品及包括含有部分材料或物質之貨品。
(XII)準則一之節不擴及未列舉之貨品，係因增加其他材料或物質將使原貨品之特性喪失。
(XIII)材料或物質之混合物或組成物，及二個以上材料或物質組成之貨品，如在本準則三適用二個以上之節時，則
應依照準則三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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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三
貨品因適用準則二(乙)或因其他原因而表面上可歸列於兩個以上之節
時，其分類應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甲）節所列之貨品名稱說明較具體明確者，應較一般性說明者為優先適
用。當有兩個以上之節，而每個節僅述及混合物或組成品所含材料或
物質之一部分，或各僅述及供組合成套出售貨物所含組件之一部分，
則前述之各節對該等貨品可認為係具有同等之具體明確性，縱使其中
之一節較他節所載者更為完備或精確。
（乙）混合物、由不同材料或組件組成之組合物或零售之成套之貨物，其不
能依準則三(甲)歸類者，在本準則可適用之範圍內，應按照實質上構
成該項貨品主要特徵所用之材料或組件分類。
（丙）當貨品不能依準則三(甲)或三(乙)分類時，應歸入可予考慮之節次中，
擇其位列最後出現之節為準。
註解
(Ⅰ)本準則規定，在二個以上之節或準則二（乙）各目或其他情況下，貨品分類方法如下，此等方法依其所屬之
準則加以操作。準則三（乙）做在準則三（甲）缺乏分類時適用；準則三（甲）及（乙）均無適當分類時則
適用準則三（丙）。適用之優先順序為（a）特別規定；（b）主要特性；（c）依目次排序之節。
(Ⅱ)本準則僅在節或類註或章註不適用時加以引用。例如，第九十七章章註 4（B）規定之貨品，須在第 97.01 至
97.05 節之一，及第 97.06 節二項中包含之貨品作說明，應分類至前述節別之一。此類貨品必須依據第九十七
章章註 4（B）分類而非依本準則分類。

準則三（甲）
(Ⅲ)準則三（甲）所定第一種分類方法，有特別規定貨品之節優先於一般規定之節適用。
(Ⅳ) 藉由訂下不容改變的規則來決定那一節對貨品的描述較其他節更具體是不可行的，但是一般而言：
(a)對品名之說明較對種類之說明為詳盡（例如，電動刮鬍刀及電動剪髪器應歸第 85.10 節，不應當作本身裝有
電動機之手提工具歸入第 84.67 節或當作家用電動用具歸入第 85.09 節）。
(b)對貨品分類說明較詳盡之節，優於相對不完整說明之節。
後者對貨品分類舉例如下：
(1)汽車用地毯不應分類於第 87.08 節之汽車裝飾品，而應分類於第 57.03 節之地毯內。
(2)飛機用強化或膠合之未裝框安全玻璃，不應分類於第 88.03 節作為第 88.01 或 88.02 節之貨品零件，而應
分類於第 70.07 節之安全玻璃。
(Ⅴ)當二個以上之節對混合或組合貨品之材料或物質，或用於零售之成套貨品項目，均有詳盡說明而其中之一更
為正確完整時，貨品應依準則三（乙）或三（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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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三（乙）
(Ⅵ)第二種分類方法僅對：
(i)混合物。
(ii)含不同材料之組成物。
(iii)含不同組件之組合物。
(iv)零售用之成套物品。
於準則三（甲）缺乏規定時適用之。
(Ⅶ)所有包含物質或零件並具有主要特性之貨品可適用此項分類標準。
(Ⅷ)不同貨品具有不同主要特性。例如，可由物質或組件之性質、體積、數量、重量或價值，或在貨品中角色比
重等性質加以決定。
(Ⅸ)本準則的目的為不同組件組成的貨品，可能是組件不可分或組件可分，但是組件可分者是為互補品，配合使
用，通常不分開銷售。
後者貨品分類舉例如下：
(1)煙灰缸與煙灰盒。
(2)調味盒與調味架。
一般而言，此等組成貨品之零件為成套者。
(Ⅹ)本準則要對零售用成套之貨品之定義為：
(a)至少由分類至不同節之二種貨品所組成。例如，六把乳酪叉不視為同一套。
(b)為滿足特定需要而由不同產品或貨品組成。
(c) 包裝方式適合直接售予最終使用者而不需再包裝（例如：裝在盒子或箱子內，或固定在板上）。
“零售”不包括產品銷售後經進一步製造、調製，再包裝、合併或併入其他貨品後，將再銷售之商品。
“零售用成套貨品”僅涵蓋成套組合貨品，該等個別貨品將一起售予最終使用者，例如，不同食材包裝在一
起用於調製成即食可食用之菜餚或餐點，供購買者消費，即是一種“成套包裝供零售用”。
參照準則三（乙）分類舉例如下：
(1)(a)由麵包夾牛肉（不論有無乾酪）所做成之三明治（第 16.02 節），與馬鈴薯條（炸薯條）（第 20.04 節）
打包一起，所組成之成套食物，歸類在 16.02 節。
(b)由一小包未煮之義大利麵（第 19.02 節），一小包磨碎乾酪（第 04.06 節）和一小罐蕃茄醬（第 21.03 節），
同置於一紙箱。同時一起使用，可做成一道成套的義大利麵餐。
本準則不包括可選擇之數項產品包裝在一起的組合，例如：
一罐蝦子（第 16.05 節），一罐鴨肝（第 16.02 節），一罐乾酪（第 04.06 節），一罐培根薄片（第 16.02 節），
與一罐小香腸（第 16.01 節）；或
一瓶烈酒（第 22.08 節）及一瓶葡萄酒（第 22.04 節）。
上述兩種例子及其類似的產品組合，應依個別產品分別歸列其本身相對應的節。這也適用於例如由一個玻璃罐
裝即溶咖啡（第 21.01 節），陶瓷杯（第 69.12 節）及陶瓷碟子（第 69.12 節）包裝在同一紙盒內零售的組合。
(2)理髪器具包括一副電動剪髪器（第 85.10 節）、一杷梳子（第 96.15 節）、一把剪刀（第 82.13 節）、一把
刷子（第 96.03 節）與一條毛巾（第 63.02 節）同置於一皮匣子（第 42.02 節）內：
應分類於第 85.10 節。
(3)製圖器具包括尺（第 90.17 節），圓盤計算器（第 90.17 節），畫圖用圓規（第 90.17 節），鉛筆（第 96.09
節）與削鉛筆機（第 82.14 節）各一，同置一塑膠包中（第 42.02 節）：
分類於第 90.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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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成套貨品，可以按其構成主要特性之組件歸列稅則。
(XI)本準則不適用於貨品，係按工業製造上的固定比例、分別包裝各組成物、不論是否以一般性包裝，再將各組
成物集中打包，譬如供製造飲料用者。

準則三（丙）
（XII）貨品分類不適用於準則三（甲）或準則三（乙）時，則應歸入可予考慮之節中，擇其節位列最後者為準。

準則四
貨品未能依前述準則列入任何節者，應適用其性質最類似之貨品所屬之
節。
註解
（Ⅰ）不能歸類於準則一至三之貨品，適用於本準則中，按最類似之準則分類。
（Ⅱ）根據本準則分類，須與其他相類似貨品先比較，選擇最相似之節分類。
（Ⅲ）根據規格、特性、目的等各種因素，決定分類歸屬。

準則五
除前述各準則外，下列規定應適用於各所規範之物品。
（甲）照相機盒、樂器盒、槍盒、製圖工具盒、項鍊盒及類似容器，具特殊
形狀或適於容納特定或成套之物品，適於長期使用並與所裝物品同時
進口者，如其於正常情況下係與所裝物品同時出售，則應與該物品歸
列同一節下。惟此規定不適用於其本身已構成整件貨品主要特質之容
器。
（乙）基於準則五（甲）之規定，包裝材料與包裝容器與所包裝之物品同時
進口者，如其於正常情況下係用以包裝該物品，則應與所包裝之物品
歸列同一節下。惟此項規定不適用於顯然可重複使用之包裝材料或包
裝容器。
註解
準則五（甲）
（箱、盒及類似容器）
(Ⅰ)本準則僅適用於下列容器：
(1)特定形狀或容納特定貨品或成套貨品，亦即為配合此貨品而特別設計。部分容器則依其貨品形狀而設計；
(2)適於長期使用；與貨品同樣具有耐久性，當不使用時，此等容器亦可保護此項貨品（例如在運輸或貯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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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準則有別於簡單包裝；
(3)貨品與容器同時出現，無論是否為便於運輸而分開包裝，貨品與容器可分類於適當之節中；
(4)通常容器與此類貨品同時銷售；
(5)不完全具有主要特性。
(Ⅱ)以下容器適用於本準則：
(1)珠寶盒及珠寶箱（第 71.13 節）；
(2)電動刮鬍刀外盒（第 85.10 節）；
(3)雙眼望遠鏡盒、望遠鏡盒（第 92.05 節）；
(4)樂器外箱，盒及袋（例如第 92.02 節）；
(5)手槍外箱（例如第 93.03 節）。
(Ⅲ)本準則不包括者，如銀質茶葉罐或經裝飾之盛糖陶罐。

準則五（乙）
（包裝材料及包裝容器）
(Ⅳ)本準則適用於與其相關貨品之包裝材料及包裝容器之分類。本準則不適用於重覆使用之包裝材料或包裝容
器，例如，特定金屬鼓或用於裝液體瓦斯之鐵或鋼容器。
(Ⅴ)準則五（甲）所列之箱，盒及有關容器，仍優先於本準則（乙）而分類於準則五（甲）。

準則六
基於合法之目的，某一節之目下物品之分類應依照該目及相關目註之規
定，惟該等規定之適用僅止於相同層次目之比較。為本準則之適用，除非另
有規定，相關類及章之註釋亦可引用。
註解
(Ⅰ)準則一至五視情況而適用，目別之分類須在章別之下。
(Ⅱ)準則六名詞定義如下：
(a)「相同層次之目」：一個短橫線之目（第一層次）或二個連續短橫線之目（第二層次）。
當在準則三（甲）內之單一節別，考慮二個以上之第一層次目之相關特性，某一貨品其分類完全基於其同
類第一層次詳細規則或相關的特性加以比較，當第一層次之目較詳盡，且可再分目，則應考慮第二層次之
目。
(b)「除另有規定」指類或章註與目內容或目註不同時。
例如，第七十一章之章註 4（B）「鉑」之範圍與在目註 2 定義之「鉑」不同，為解釋第 7110.11 及 7110.19
目，應採用目註 2，而不用章註 4（B）。
(Ⅲ)第二層次之目範圍不得超過第一層次之目，第一層次之目範圍不得超過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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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類註：
1.─本類所載各族類之動物，除另有註明者外尚包括同族類之幼小動物。
2.─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稅則所稱「乾」產品，亦包括脫水、蒸發或冷凍乾燥者。

第一章
活

動 物

章註：
1.－本章除下列者外，包括所有活動物：
(a)第 03.01、03.06 、03.07 或 03.08 節之魚類、甲殼類、軟體類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b)第 30.02 節之微生物培養體及其他貨品；及
(c)第 95.08 節之動物。

總

則

本章除下列者外，包括所有活的動物（作為食物或其他用途）：
(1)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2)第 30.02 節之微生物培養物及其他貨品。
(3)第 95.08 節之巡迴馬戲團、巡迴動物園或其他類似之巡迴表演用的動物。
運輸期間死亡之動物，適於人類食用者，歸屬第 02.01 至 02.05、02.07 或 02.08 節，其他則歸屬第 05.11
節。

01.01-馬、驢、騾及駃騠(＋)。
-馬：
0101.21--純種繁殖用
0101.29--其他
0101.30-驢
0101.90-其他






各節之後有(＋)記號者，係指其下另有目註解。




本節包括畜養或野生的馬（牝馬、種馬、閹馬、仔馬及小馬）、驢、騾及駃騠。
騾是牡驢和牝馬交配而生者。駃騠是由牡馬和牝驢交配而生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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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0101.21 目
第 0101.21 目所稱之「純種繁殖用動物」僅包括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純種」的種用動物。

01.02-牛（＋）。
-牛：
0102.21--純種繁殖用
0102.29--其他
-水牛：
0102.31--純種繁殖用
0102.39--其他
0102.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牛亞科動物，不論是否為畜養，也不論其用途為何（例如放牧用、飼養用、育肥用、育種用、
屠宰用），主要包括：
(1)牛
牛係指牛屬之動物，分為4個亞屬，牛亞屬(Bos)、大野牛亞屬(Bibos)、 林牛亞屬(Novibos)及犛牛亞屬
(Poephagus)，特別包括：
(A)家牛(或黃牛)(Bos taurus)、瘤牛(Bos indicus)及瓦圖西牛(Watussi ox)。
(B)大野牛亞屬的亞洲牛，如印度野牛(Bos gaurus)、大額牛(Bos frontalis)及爪哇野牛(Bos sondaicus 或 Bos

javanicus)。
(C)犛牛亞屬之動物，如西藏犛牛(Bos grunniens)。
(2)水牛
水牛係指亞洲水牛屬(Bubalus)、非洲水牛屬(Syncerus)及野牛屬(Bison)之動物，特別包括：
(A)亞洲水牛屬動物，包括印度水牛(Bubalus bubalus)、亞洲水牛或野水牛(Bubalus arni)及印尼西里伯斯小型
野牛或俾格米矮水牛(Bubalus depressicornis or Anoa depressicornis)。
(B)非洲水牛屬的非洲水牛，如非洲矮水牛(Syncerus nanus)及非洲水牛(Syncerus caffer)。
(C)野牛屬動物，如美洲野牛(Bison bison)或”北美水牛”及歐洲野牛 (Bison bonasus)。
(D)畢法羅(Beeffalo)（野牛及畜養食肉牛的雜種動物）。
(3)其他，包括四角羚(Tetracerus quadricornis)、巨羚屬(Taurotragus)及條紋羚屬(Tragelaphus)。

目註解：
第 0102.21 及 0102.31 目
第 0102.21 及 0102.31 目所稱之「純種繁殖用動物」僅包括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純種」的種用動物。

01.03-豬（＋）。
0103.10-純種繁殖用
-其他：
0103.91--重量少於 50 公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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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92--重量 50 公斤及以上者
本節包括畜養豬或野豬（例如，野公豬）。

。
。。

目註解：
第 0103.10 目
第 0103.10 目所稱之「純種繁殖用動物」僅包括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純種」的種用動物。

第 0103.91 及 0103.92 目
第 0103.91 及 0103.92 目所稱之重量是指每一頭豬的重量。

01.04-綿羊及山羊。
0104.10-綿羊
0104.20-山羊
本節包括畜養或野生的綿羊（公羊、母羊及小羊）、山羊及小山羊。

01.05-家禽，係指雞、鴨、鵝、火雞及珍珠雞（＋）。
-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者：
0105.11--飼養之雞
0105.12--火雞
0105.13--鴨
0105.14--鵝
0105.15--珍珠雞
-其他：
0105.94--飼養之雞
0105.99--其他
本節只包括所列的各種活家禽。Gallus domestics 種之家禽包括普通家雞及閹雞。其他活禽鳥（如鵪鶉、雉雞、
鴿、野鴨、野鵝）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01.06 節）。

。
。。

目註解：
第 0105.11、0105.12 、0105.13、0105.14 及 0105.15 目
第 0105.11、0105.12 、0105.13、0105.14 及 0105.15 目所稱重量是指每一隻家禽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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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其他活動物。
-哺乳類動物：
0106.11--靈長目
0106.12--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
；海牛及儒艮（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
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亞目之哺乳類動物)
0106.13--駱駝及其他駱駝科動物
0106.14--家兔及野兔
0106.19--其他
0106.20-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鳥類：
0106.31--猛禽（Birds of prey）
0106.32--鸚鵡目（包括鸚鵡、長尾鸚鵡、金剛鸚鵡、鳳頭鸚鵡）
0106.33--駝鳥、鴯鶓
0106.39--其他
-昆蟲：
0106.41--蜂
0106.49--其他
0106.90-其他
本節主要包括下列畜養或野生活動物：
（A）哺乳類動物：
（1）靈長目。
（2）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海牛及儒艮（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海豹、海獅及海象(鰭
腳亞目之哺乳類動物)。
（3）其他（例如：馴鹿、貓、狗、獅、虎、熊、象、駱駝（包括單峰駱駝）、斑馬、家兔、野兔、鹿、羚羊(牛
亞科動物除外)、臆羚、狐、貂及其他飼養的毛皮動物）。
（B）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C）鳥類：
（1）猛禽。
（2）鸚鵡目（包括鸚鵡、長尾鸚鵡、金剛鸚鵡、鳳頭鸚鵡）。
（3）其他（例如：鷓鴣、雉、鵪鶉、山鷸、沙鷦鳥、鴿、松雞、蒿雀類、野鴨、野鵝、畫眉、燕美哥、雲雀、
鷽類、山雀、蜂鳥、孔雀、天鵝及其他第 01.05 節未列名之禽鳥）。
(D)

昆蟲，例如：蜂(不論是否在流動蜂箱、蜂籠或蜂房)。

(E)

其他，例如：蛙。

本節不包括巡迴馬戲團、巡迴動物園或其他類似之巡迴表演用的動物（95.0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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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列入第 02.01 至 02.08 或 02.10 節之各種不適於人類食用之產品；
（b）列入第 05.04 節之動物腸、膀胱或肚或列入第 05.11 或 30.02 節之動物血液；或
（c）第 02.09 節所列產品以外之動物油脂(第十五章)。

總

則

本章適用於人類食用之所有動物之屠體(具頭或不具頭)，半隻屠體（屠體縱切），四分之一或成塊等及雜碎，
肉粉及粗肉粉（魚類、甲殼類、軟體動物和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除外─第三章）。
肉及雜碎不適於人類食用者不包括在本章內（第 05.11 節）。得自肉或雜碎之粉、粗粉及團粒而不適於人類
食用者也不包括在本章（第 23.01 節）。
雜碎大致可分為四類：
（1）主要用於人類食用者〔例如：頭及它的切割肉（包括耳）、腳、尾、心、舌、橫隔膜(skirts)、大網膜、咽
喉、胸腺〕。
（2）僅可用於調製醫藥製劑者（例如：膽囊、腎上腺、胎盤）。
（3）適於人類食用或調製醫藥製劑者（例如：肝、腎、肺、腦、胰臟、脾臟、脊髓、卵巢、子宮、睪丸、乳
房、甲狀腺、腦下垂體）。
（4）可用於人類食用或其他用途者（如作為皮革製造），如：皮。
第（1）項之雜碎，無論是新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者仍歸於本章，但不適於人類食用者，則
列入第 05.11 節。
第（2）項之雜碎如係新鮮、冷藏、冷凍或其他方法暫時保藏者列入第 05.10 節，乾者列入第 30.01 節。
第（3）項之雜碎分類如下：
（a）暫時保藏以供調製醫藥製劑者，列入第 05.10 節，例如貯藏於甘油(glycerol )、丙酮、酒精、甲醛、硼酸鈉
(sodium borate)中者。
（b）乾者列入第 30.01 節。
（c）適於人類食用者歸入第二章，但不適於人類食用者列入第 05.11 節。
第（4）項之雜碎，如係適於人類食用者歸入第二章，若不適於人類食用者通常列入第 05.11 節或第四十一章。
動物（魚除外）之腸、膀胱及胃不論是否可以食用，皆列入第 05.04 節。
單獨的動物脂肪不歸入本章（歸入第十五章）（但列入第 02.09 節之不帶瘦肉之豬脂及禽脂、未熬或未以其
他方法萃取者即使僅適於工業用者除外），但含於動物屠體或附於肉類上之脂肪，則視為肉類之一部分。

本章及第十六章之肉類及雜碎間之區別
本章僅包括下列情況之肉類及雜碎，不論是否曾先以熱水澆燙過或經過類似之處理，但未經烹調者：
（1）新鮮（包括肉類及雜碎，於運輸時包以鹽做為暫時保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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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藏，降低溫度至０℃左右，但未冰凍。
（3）冷凍，降低溫度至貨品之冰點以下，至完全結凍。
（4）鹹、浸鹹、乾或燻製。
經輕微佈糖或浸於糖水中之肉類及雜碎亦包括於本章。
上述（1）至（4）項所述之肉類及雜碎不論是否經過蛋白質分解酵素(proteolytic enzymes)（例如：木瓜酵素）
予以嫩化處理，也不論是否經切割、切碎、剁碎者，仍歸屬本章。再者本章不同節別貨品的混合物或組合物（例
如，第 02.07 節之禽肉覆蓋有第 02.09 節之豬脂肪）仍列入本章之中。
不屬於本章任何一節之肉類及雜碎，則歸入第十六章，例如：
（a）臘腸及類似品，不論是否經烹調（第 16.01 節）。
（b）以任何方式烹調（滾煮、蒸煮、燒烤、油炸或炙焙）之肉類及雜碎，及用非本章所列加工方法調製或保藏
之肉類及雜碎，包括僅覆以麵糊混料或麵包屑者，添加麥蕈(truffled)或調味料者（例如：以胡椒及鹽），及
,
肝醬（liver paste)）肉泥醬（pates）（第 16.02 節）。
本章也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肉類及雜碎製成的粉及粗粉，不論是否經過烹煮。
應予注意，本章之肉類及雜碎即使置於密閉容器內者（例如罐頭乾肉），亦應歸屬此處。但在大多數情形下，
此類密閉包裝的產品一般用非本章各節所述之方法調製或保藏者，即應歸入第十六章。
同樣地，本章之肉類及其雜碎利用調氣包裝（Modified Atmospheric Packaging，簡稱 MAP）方法加以包裝處理
者（例如，生鮮或冷藏牛肉），仍歸屬本章。在調氣包裝處理過程中，把產品周遭之氣體加以改變或調節（例如，
用氮氣或二氧化碳取代、增加氮氣或二氧化碳含量，藉以移去或降低氧氣含量）。

目註解：
帶骨
所稱之｢帶骨｣，係指帶有完整骨頭的肉和去除部分骨頭的肉（例如，帶骨腿肉和部分去骨腿肉）。本目不包括將
骨頭分離不再與肉組織有所接連、其後再插入肉組織的產品。

02.01-牛肉，生鮮或冷藏。
0201.10-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1.20-其他帶骨切割肉
0201.30-去骨者
本節包括第 01.02 節生鮮或冷藏之家畜牛或野牛肉。

02.02-冷凍牛肉。
0202.10-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2.20-其他帶骨切割肉
0202.30-去骨者
本節包括第 01.02 節家畜牛或野牛之冷凍肉。

02.03-豬肉，生鮮、冷藏或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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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鮮或冷藏：
0203.11--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3.12--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0203.19--其他
-冷凍：
0203.21--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3.22--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0203.29--其他
本節包括生鮮，冷藏或冷凍之家畜豬或野豬肉。本節包括混雜有大量脂肪之腹脅肉及類似肉類，以及脂肪之
附有瘦肉者。

02.04-綿羊或山羊肉，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4.10-屠體及半片屠體小羊肉，生鮮或冷藏
-綿羊肉，生鮮或冷藏：
0204.21--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4.22--其他帶骨切割肉
0204.23--去骨者
0204.30-冷凍屠體及半片屠體小羊肉
-冷凍綿羊肉：
0204.41--屠體及半片屠體
0204.42--其他帶骨切割肉
0204.43--去骨者
0204.50-山羊肉
本節包括生鮮、冷藏或冷凍綿羊肉（公羊、母羊及小羊），山羊肉及小山羊肉，且不論羊為畜養或野生。

。
。。

目註解：
第 0204.10 及 0204.30 目
第 0204.10 及 0204.30 目所稱的小羊肉係指得自不超過 12 月齡的羊。肉有好的紋理和組織構造，呈粉紅色和
柔軟的外觀。屠體的重量不超過 26 公斤。

02.05-肉類（馬、騾、驢及駃騠），生鮮、冷藏或冷凍。
本節所包括之肉類，其所屬動物於存活時，列於 01.01 節。

02.06-食用雜碎（牛、豬、綿羊、山羊、馬、騾、驢或駃騠），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6.10-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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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牛雜碎：
0206.21--舌
0206.22--肝
0206.29--其他
0206.30-豬雜碎，生鮮或冷藏
-冷凍豬雜碎：
0206.41--肝
0206.49--其他
0206.80-其他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6.90-冷凍其他雜碎
本節食用雜碎包括下列：頭及它的切割肉（包括耳）、腳、尾、心、乳房、肝、腎、胸腺及胰、腦、肺、咽
喉、膈膜、脾、舌、大網膜、脊髓、食用皮、生殖器官（例如，子宮、卵巢及睪丸）、甲狀腺、腦下腺。適用雜
碎分類的規則，參見本章註解總則。

02.07-屬第 01.05 節之家禽肉及食用雜碎，生鮮、冷藏或冷凍。
-飼養之雞：
0207.11--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12--冷凍未切成塊者
0207.13--肉塊及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7.14--冷凍肉塊及雜碎
-火雞：
0207.24--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25--冷凍未切成塊者
0207.26--肉塊及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7.27--冷凍肉塊及雜碎
-鴨：
0207.41--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42--冷凍未切成塊者
0207.43--脂肝，生鮮或冷藏
0207.44--其他，生鮮或冷藏
0207.45--其他，冷凍
-鵝：
0207.51--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52--冷凍未切成塊者
0207.53--脂肝，生鮮或冷藏
0207.54--其他，生鮮或冷藏
0207.55--其他，冷凍
0207.60-珍珠雞
本節只包括列入第 01.05 節活宰家禽之生鮮、冷藏或冷凍之肉及食用雜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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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上最重要之家禽雜碎是雞、鵝或鴨的肝。這包括實際上可和其他肝臟區別的鵝和鴨的脂肝（fatty
livers），因為它們比正常者大得多，且較重、較硬和富含脂肪；其他肝臟通常呈暗或淡紅色，脂肝的顏色則有帶
白的灰褐色到淡茶色等變化。

02.08-其他肉類及食用雜碎，生鮮、冷藏或冷凍。
0208.10-家兔或野兔
0208.30-靈長目
0208.40-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海牛及儒艮（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
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亞目之哺乳類動物)
0208.50-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0208.60-駱駝及其他駱駝科動物
0208.90-其他
本節包括第 01.06 節中適於人類食用的動物（例如，家兔、野兔、蛙、馴鹿、海狸、鯨、龜）之肉及雜碎。

02.09-不帶瘦肉之豬脂肪及禽脂肪、未熬或未以其他方法萃取，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
乾或燻製者。
0209.10-豬
0209.90-其他
本節所稱之豬脂肪，僅限於不帶瘦肉者；此時脂肪即使僅供工業用者，亦歸入本節。正常供食用（commonly eaten）
之肉不歸入本節（酌情歸列 02.03 或 02.10 節，例如，腹脅肉或稱五花肉和帶有大量肥肉之類似肉，以及帶有一層
瘦肉之肥肉）。
本節特別包括豬內臟周圍之脂肪；但經煎熬或以其他方法萃取者則列入第 15.01 節。
未經煎熬或未以其他方式萃取之家禽或野禽脂肪（例如鵝）亦列入本節，但經煎熬或以其他方法萃取者除外
（第 15.01 節）。
來自海洋之哺乳類動物之脂肪除外（歸入第十五章）。

02.10-鹹、浸鹹、乾或燻製之肉類及食用雜碎；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及粗肉粉。
-豬肉：
0210.11--帶骨之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0210.12--腹脇肉及其切割肉
0210.19--其他
0210.20-牛肉
-其他，包括肉類或雜碎肉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0210.91--靈長目
0210.92--鯨、海豚及鼠海豚（鯨目之哺乳類動物）
；海牛及儒艮（海牛目之哺乳類動物）；
海豹、海獅及海象(鰭腳亞目之哺乳類動物)
0210.93--爬蟲類（包括蛇及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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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99--其他
本節包括經本節所述之方法處理之各種肉類及食用雜碎；不帶瘦肉之豬脂及禽脂，未熬或未以其他方法萃取
者除外（列入第 02.09 節）。本節包括經過本節所述之方法處理，混雜有大量脂肪之腹脅肉及類似肉類以及脂肪
之附有瘦肉者。
帶鹹、乾燥（包括脫水或冷凍乾燥）或燻製之肉（例如，腹脇肉、後腿肉、肩肉），如經充灌於腸、胃、膀
胱、皮或類似之包層（人工或天然）內者，亦歸入本節，惟須事先未經切碎或剁細且不含其他成份者（否則應歸
入第 16.01 節）。
肉類或雜碎之食用肉粉及粗肉粉亦歸屬於本節；若肉類或雜碎之肉粉及粗肉粉不適於人食用（例如：餵飼動
物用），則不歸入本節（歸入第 23.01 節）。
第 02.06 節註解規定仍然可以適用於本節之食用雜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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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1.06 節之哺乳類動物 ;
（b）第 01.06 節之哺乳類動物肉（第 02.08 或 02.10 節）;
（c）因品種或鮮度不適合供人類食用之死魚（包括魚肝、魚卵及魚白）、死甲殼類、死軟體類或其他死水產無
脊椎動物（第五章）；魚、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粗粉或團粒不適合供人類食用
者（第 23.01 節）；或
（d）由魚卵調製之魚子醬或魚子醬代用品（第 16.04 節）。
2.─本章「團粒」一詞係指產品經凝聚，係由直接壓縮或加入少量之黏合劑而成。

總

則

本章包括所有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不論活的或死的，可供人類直接食用，或工業
加工（罐頭製造等），繁殖、觀賞等，除了因類別或其狀況不適於人類食用之死魚（魚肝及魚卵在內）、死甲殼
類、死軟體類及其他死水產無脊椎動物（第五章）。
「冷藏」係指一產品其溫度一般降至０℃左右，而該產品尚未凍結之意。「冷凍」係指一產品被冷卻至低於
其冰點以下，而完全被凍結者。
本章亦包含可食用之魚卵及魚白，未調製或保藏，或僅由本章所規定之調製或保藏方法加工者。經其他方法
調製或保藏之可食用魚卵及魚白，或適合即時食用者如魚子醬或魚子醬代替品，均歸入第 16.04 節。

本章貨品與第十六章所列貨品之區別
本章僅限於本章各節所列狀況之魚類（包括魚肝及魚卵）、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祇要合
乎此條件，上述貨品不論是否經切割、剁碎、絞碎及磨碎等，均仍歸入本章。此外，本章不同節產品之混合物或
組合物（例如，第 03.02 至 03.04 節之魚類與第 03.06 節之甲殼類混合）也歸入本章。
然而，烹煮或以本章所規定方法外之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例
如，僅用麵糊混料或麵包屑包裹之魚切片，煮過的魚）則應歸入第十六章。但必須注意，在燻製前或燻製過程中
烹煮之燻魚及燻製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水產無脊椎動物，以及蒸煮過或用水煮過之帶殼甲殼類，仍應分
別歸入第 03.05、03.06、03.07 及 03.08 節，而用烹煮過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製得之粉、
細粒及團粒，也仍應分別歸入第 03.05、03.06、03.07 及 03.08 節。
還須注意，本章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即使採用密封包裝（例如，罐裝燻鮭魚），
仍歸入本章。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密封包裝之產品，一般用本章所規定方法外之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則應歸入
第十六章。
同樣地，本章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利用調氣包裝（Modified Atmospheric
Packaging，簡稱 MAP）方法加以包裝處理者（例如，生鮮或冷藏魚）
，仍歸屬本章。在調氣包裝處理過程中，把
產品周遭之氣體加以改變或調節（例如，用氮氣或二氧化碳取代、增加氮氣或二氧化碳含量，藉以移去或降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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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含量）
。

除上述所述不包含者之外，本章亦不包含下列各項：
（a）第 01.06 節之哺乳類動物。
（b）第 01.06 節之哺乳類動物肉（第 02.08 或 02.10 節）。
（c）魚廢料及不能食用之魚卵（例如：用作魚餌之鹹鱈魚卵）（第 05.11 節）。
（d）不適合供人類食用之魚、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粗粉及團粒（第 23.01 節）。

目註解：
第 0305.10、0306.19、0306.39、0306.99、0307.91、0307.92、 0307.99 及 0308.90 目
稅則第 03.05、03.06、03.07 及 03.08 節適合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粒，歸列稅則第 0305.10、0306.19、0306.39、
0306.99、0307.91、0307.92、0307.99 及 0308.90 目。

03.01-活魚(＋)。
-觀賞用魚：
0301.11--淡水
0301.19--其他
-其他活魚：
0301.91--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契鈎吻鱒及
金腹鈎吻鱒）
0301.92--鰻魚（鰻鱺屬）
0301.93--鯉魚(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 野鯪屬、哈氏紋唇
魚、蘇門答臘細鬚䰾、魴屬)
0301.94--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0301.95--南方黑鮪
0301.99--其他
本節包含所有活魚，不論其用途（如觀賞用魚）。
本節之活魚通常係以適當之容器（水族箱、魚槽等）運輸，在此容器中，這些活魚可在與自然環境相似的條
件下生存。

。
。。

目註解：
第 0301.11 及 0301.19 目
「觀賞用魚」，係指活魚因其顏色或形狀，通常被用於觀賞之用者，特別是水族箱中之觀賞用魚。

03.02-生鮮或冷藏魚（第 03.04 節之切片及其他魚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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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鮭鱒科，第 0302.91 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11--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鈎吻鱒及金
腹鈎吻鱒）
0302.13--太平洋鮭（紅鈎吻鮭、細鱗鈎吻鮭、鈎吻鮭、大鱗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
鮭及玫瑰鈎吻鮭）
0302.14--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2.19--其他
-扁魚類(鰈科、鮃科、舌鰨科、鰨科、菱鮃科、棘鮃科)，第 0302.91 至 0302.99 目
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21--大比目魚（北大西洋大比目魚、大西洋大比目魚、太平洋大比目魚）
0302.22--鰈魚（大西洋有棘鰈魚）
0302.23--鰨魚（牛舌魚）
0302.24--比目魚(瘤棘鮃)
0302.29--其他
-鮪魚（鮪屬）、正鰹，第 0302.91 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31--長鰭鮪
0302.32--黃鰭鮪
0302.33--正鰹
0302.34--大目鮪
0302.35--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0302.36--南方黑鮪
0302.39--其他
-鯡魚(大西洋鯡、正鯡)、鯷魚(鯷屬)、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
沙丁魚屬)、正鰮、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印度鯖魚(金帶花鯖屬)、馬加
鰆 (馬加鰆屬)、竹筴魚(竹筴魚屬)、鰺(鰺屬)、海鱺、銀鯧(鯧屬)、秋刀魚、圓鰺
(圓鰺屬)、毛鱗魚、劍旗魚、巴鰹、齒鰆(齒鰆屬)、旗魚(旗魚科)，第0302.91至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41--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0302.42--鯷魚(鯷屬)
0302.43--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沙丁魚屬)、正鰮
0302.44--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0302.45--竹莢魚(竹筴魚屬)
0302.46--海鱺
0302.47--劍旗魚
0302.49--其他
-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第 0302.91 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51--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0302.52--黑線鱈
0302.53--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0302.54--無鬚鱈、長鰭鱈 (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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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2.55--阿拉斯加狹鱈
0302.56--藍鱈、南藍鱈
0302.59--其他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䰾、
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第0302.91至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71--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0302.72--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
0302.73--鯉魚(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
魚、蘇門答臘細鬚䰾、魴屬)
0302.74--鰻魚（鰻鱺屬）
0302.79--其他
-其他魚，第 0302.91 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81--角鯊及其他鯊魚
0302.82--鰩及魟(鰩科)
0302.83--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2.84--鱸魚(舌齒鱸屬)
0302.85--鯛魚(鯛科)
0302.89--其他
-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0302.91--魚肝、魚卵及魚白
0302.92--鯊魚翅
0302.99--其他
本節包含生鮮或冷藏魚，不論是否整尾、去頭、除去內臟、或切成帶骨或帶軟骨之魚塊（in cuts containing bones
or cartilage），但不包括第 03.04 節所列之魚切片（fish fillets）及其他魚肉。為了運輸途中暫時保鮮，這些魚類可
以加鹽、加冰或噴澆鹽水。
將魚類略微敷以糖或加少數之月桂葉包裝者仍歸入本節。
生鮮或冷藏之自魚體分切可食用魚雜碎（例如：魚皮、魚尾、魚鰾、魚頭及不完整的魚頭【不論是否具有腦、
鰓、舌、眼、下巴或唇】、魚胃、魚鰭、魚舌），以及魚肝和魚卵，仍歸入本節。

。
。。

目註解：
第 0302.92 目
第 0302.92 目之「鯊魚翅」包括鯊魚之背鰭、胸鰭、腹鰭、臀鰭及尾鰭下半部(尾鉤、鉤仁或尾鉤仁)，尾鰭上
半部則非屬鯊魚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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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冷凍魚（第 03.04 節之切片及其他魚肉除外）（+）。
-鮭鱒科，第 0303.91 至 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11--紅鈎吻鮭
0303.12--其他太平洋鮭（細鱗鈎吻鮭、鈎吻鮭、大鱗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鮭及玫
瑰鈎吻鮭）
0303.13--太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3.14--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契鈎吻鱒及
金腹鈎吻鱒）
0303.19--其他
-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䰾、
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第0303.91至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23--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0303.24--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
0303.25--鯉魚(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
魚、蘇門答臘細鬚䰾、魴屬)
0303.26--鰻魚（鰻鱺屬）
0303.29--其他
-扁魚類(鰈科、鮃科、舌鰨科、鰨科、菱鮃科、棘鮃科)，第 0303.91 至 0303.99 目
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31--大比目魚（北大西洋大比目魚、大西洋大比目魚、太平洋大比目魚）
0303.32--鰈魚（大西洋有棘鰈魚）
0303.33--鰨魚（牛舌魚）
0303.34--比目魚(瘤棘鮃)
0303.39--其他
-鮪魚（鮪屬）、正鰹，第 0303.91 至 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41--長鰭鮪
0303.42--黃鰭鮪
0303.43--正鰹
0303.44--大目鮪
0303.45--大西洋及太平洋黑鮪
0303.46--南方黑鮪
0303.49--其他
-鯡魚(大西洋鯡、正鯡)、鯷魚(鯷屬)、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
沙丁魚屬)、正鰮、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印度鯖魚(金帶花鯖屬)、馬加
鰆(馬加鰆屬)、竹筴魚(竹筴魚屬)、鰺(鰺屬)、海鱺、銀鯧(鯧屬)、秋刀魚、圓鰺(圓
鰺屬)、毛鱗魚、劍旗魚、巴鰹、齒鰆(齒鰆屬)、旗魚(旗魚科)，第0303.91至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51--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0303.53--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沙丁魚屬)、正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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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3.54--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0303.55--竹莢魚(竹筴魚屬)
0303.56--海鱺
0303.57--劍旗魚
0303.59--其他
-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
科之魚類，第 0303.91 至 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63--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0303.64--黑線鱈
0303.65--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0303.66--無鬚鱈、長鰭鱈 (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0303.67--阿拉斯加狹鱈
0303.68--藍鱈、南藍鱈
0303.69--其他
-其他魚，第 0303.91 至 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81--角鯊及其他鯊魚
0303.82--鰩及魟(鰩科)
0303.83--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3.84--鱸魚(舌齒鱸屬)
0303.89--其他
-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0303.91--魚肝、魚卵及魚白
0303.92--鯊魚翅
0303.99--其他
第 03.02 節之說明註解仍然可以引用到本節之產品。

。
。。

目註解：
第 0303.92 目
第 0302.92 目之目註解準用於本節之產品。

03.04-生鮮、冷藏或冷凍之切片及其他魚肉（不論是否經剁細）。
-生鮮或冷藏魚片，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
鯉魚(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
蘇門答臘細鬚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4.31--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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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32--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
0304.33--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
0304.39--其他
-生鮮或冷藏其他魚片：
0304.41--太平洋鮭 (紅鈎吻鮭、細鱗鈎吻鮭、鈎吻鮭、大鱗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
鮭及玫瑰鈎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4.42--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契鈎吻鱒及
金腹鈎吻鱒）
0304.43--扁魚類（鰈科、鮃科、舌鰨科、鰨科、菱鮃科、棘鮃科）
0304.44--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
0304.45--劍旗魚
0304.46--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4.47--角鯊及其他鯊魚
0304.48--鰩及魟(鰩科)
0304.49--其他
-其他，生鮮或冷藏：
0304.51--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4.52--鮭鱒科
0304.53--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
0304.54--劍旗魚
0304.55--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4.56--角鯊及其他鯊魚
0304.57--鰩及魟(鰩科)
0304.59--其他
-冷凍魚片，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
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
答臘細鬚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4.61--吳郭魚(口孵非鯽屬)
0304.62--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
0304.63--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
0304.69--其他
-冷凍魚片，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
及鰻鱗鱈科：
0304.71--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0304.72--黑線鱈
0304.73--綠青鱈（維納斯青鱈）
0304.74--無鬚鱈、長鰭鱈 (無鬚鱈屬、長鰭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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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4.75--阿拉斯加狹鱈
0304.79--其他
-其他冷凍魚片：
0304.81--太平洋鮭 (紅鈎吻鮭、細鱗鈎吻鮭、鈎吻鮭、大鱗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
鮭及玫瑰鈎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4.82--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契鈎吻鱒及
金腹鈎吻鱒）
0304.83--扁魚類（鰈科、鮃科、舌鰨科、鰨科、菱鮃科、棘鮃科）
0304.84--劍旗魚
0304.85--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4.86--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0304.87--鮪魚（鮪屬）、正鰹
0304.88--角鯊、其他鯊魚、鰩及魟(鰩科)
0304.89--其他
-其他，冷凍：
0304.91--劍旗魚
0304.92--美露鱈(犬牙南極魚屬)
0304.93--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4.94--阿拉斯加狹鱈
0304.95--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阿拉斯加狹鱈除外
0304.96--角鯊及其他鯊魚
0304.97--鰩及魟(鰩科)
0304.99--其他
本節包含下列各項：
（1）魚切片（Fish fillets）：
本節所稱魚切片係指與魚背骨平行切下來之長條的肉，為魚左右兩側構成的，其包含之範圍係已將頭、內臟、
鰭（背鰭、臀鰭、尾鰭、腹鰭、胸鰭）及骨（脊柱或主要背骨、腹或肋骨、腮骨及鐙骨等）等除去，且其兩側不
可相連，如背或腹部連接。
此類產品分類不因有時附有皮而受影響，有時為使魚片緊密結合而附有表皮，或便於切薄片而附有表皮。同
樣的，也不因沒有完全除去針骨或其他細骨而受影響。
魚切片切成片斷仍依本節分類之。
烹煮過之切片、及切片僅覆麵糊混料或麵包屑，不論是否冷凍，仍歸入第 16.04 節。
（2）其他魚肉（不論是否剁細），即已去骨之魚肉。正如切片一樣，其分類不因沒有完全去骨存有細骨而受影
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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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含下列所述之魚切片及其他魚肉（不論是否剁細）：
（i）鮮或冷藏者，不論是否於運輸途中以鹽或冰或澆鹽水等做暫時性保藏用。
（ii）冷凍者，通常呈現冷凍結塊狀。
切片及其他魚肉（不論是否剁細）加少量糖或加少許月桂葉包裝者仍歸本節。

03.05-乾魚、鹹魚、浸鹹魚；燻魚，不論在燻製前或燻製過程中是否烹煮；適合供人類食用之
魚粉、細粒及團粒(+)。
0305.10-適於人類食用之魚粉、細粒及團粒
0305.20-乾、燻、鹹或浸鹹之魚肝、魚卵及魚白
-乾、鹹或浸鹹魚之切片，但未燻製：
0305.31--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5.32--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
0305.39--其他
-燻魚，包括切片，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5.41--太平洋鮭（紅鈎吻鮭、細鱗鈎吻鮭、鈎吻鮭、大鱗鈎吻鮭、銀鈎吻鮭、馬蘇鈎吻
鮭及玫瑰鈎吻鮭），大西洋鮭及多瑙河鮭
0305.42--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0305.43--鱒（褐鱒、麥克鈎吻鱒、克氏鈎吻鱒、黃鈎吻鱒、吉利鈎吻鱒、阿帕契鈎吻鱒及
金腹鈎吻鱒）
0305.44--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䰾、
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5.49--其他
-乾魚，可食用魚雜碎除外，不論是否為鹹者（但未燻製）：
0305.51--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0305.52--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䰾、
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5.53--海鰗鰍科、歪尾鱈科、鱈科、鼠尾鱈科、黑鱈科、無鬚鱈科、稚鱈科及鰻鱗鱈科
之魚類，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除外
0305.54--鯡魚(大西洋鯡、正鯡)、鯷魚(鯷屬)、沙丁魚(沙丁魚、擬沙丁魚屬)、小沙丁魚(小
沙丁魚屬)、正鰮、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印度鯖魚(金帶花鯖屬)、馬加
鰆(馬加鰆屬)、竹筴魚(竹筴魚屬)、鰺(鰺屬)、海鱺、銀鯧(鯧屬)、 秋刀魚、圓鰺
(圓鰺屬)、毛鱗魚、劍旗魚、巴鰹、齒鰆(齒鰆屬)、旗魚(旗魚科)
0305.59--其他
-鹹魚（乾及燻製者除外）、浸鹹魚，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5.61--鯡魚（大西洋鯡、正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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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5.62--鱈魚（大西洋鱈、格陵蘭鱈、大頭鱈）
0305.63--鯷魚（鯷屬）
0305.64--吳郭魚(口孵非鯽屬)、鯰魚(巨鯰屬、鯰屬、鬍鯰屬、真鮰屬)、鯉魚(鯉屬、鯽屬、
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䰾、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鰻魚(鰻鱺屬)、尼羅河鱸(尼羅尖吻鱸)及鱧魚(鱧屬)
0305.69--其他
-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0305.71--鯊魚翅
0305.72--魚頭、魚尾、魚鰾
0305.79--其他
本節包含下列各項魚類（整尾、去頭、片塊、切片或剁細）及可食用魚雜碎：
（1）乾魚；
（2）鹹魚或浸鹹魚；或
（3）燻魚。
鹹魚或浸鹹魚類製品，所用的鹽，得含亞硝酸鈉或硝酸鈉。鹹魚類製品中加入少量糖者，仍歸入本節。
魚類以本節所列之方法加工且經兩種或兩種以上方法加工者，仍歸入本節，且魚粉和魚細粒〔不論是否去
脂肪（例如以溶劑萃取去者）或用熱處理〕及魚團粒適合人類食用者，亦仍入本節。
燻魚有時用熱處理，在燻前或燻時（熱燻），使其肉全熟或半熟；若不以其他方式處理使其失去燻製的特性
時，仍不影響其歸入本節。
由本節所述之加工方式調製的主要魚類有：沙丁魚、鯷魚、鯡魚、正鰮、鮪魚、鯖魚、大西洋鯡、正鯡、黑
線鱈魚及大比目魚。
乾、鹹、浸鹹或燻製之自魚體分切可食用魚雜碎（例如：魚皮、魚尾、魚鰾、魚頭及不完整的魚頭【不論是
否具有腦、鰓、舌、眼、下巴或唇】、魚胃、魚鰭、魚舌），以及魚肝、魚卵及魚白，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 a ) 非食用之魚雜碎(例如：作為工業用途)及魚廢料(第 05.11 節)。
（b）烹煮過之魚（上述燻魚除外）、用其他方式調製（例如，油漬、醋漬或調味液浸漬）之魚，以及魚子
醬及魚子醬代用品（第 16.04 節）。
（c）魚湯（第 21.04 節）。
（d）不適合供人類食用之魚粉、魚粗粉及團粒（第 23.01 節）。

目註解
第 0305.71 目
第 0302.92 目之目註解準用於本節之產品。

03.06-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甲殼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燻製甲殼類動物，
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蒸煮過或用水煮過之帶殼甲殼類
動物，不論是否為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適合供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
及團粒。
-冷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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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6.11--龍蝦（真龍蝦屬、龍蝦屬、靜龍蝦屬）
0306.12--巨螯蝦(巨螯蝦屬)
0306.14--蟹類
0306.15--挪威海螯蝦
0306.16--北極甜蝦及蝦(長額劍蝦屬、褐蝦)
0306.17--其他蝦類
0306.19--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活、生鮮或冷藏：
0306.31--龍蝦(真龍蝦屬、龍蝦屬、靜龍蝦屬)
0306.32--巨螯蝦(巨螯蝦屬)
0306.33--蟹類
0306.34--挪威海螯蝦
0306.35--北極甜蝦及蝦(長額劍蝦屬、褐蝦)
0306.36--其他蝦類
0306.39--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其他：
0306.91--龍蝦(真龍蝦屬、龍蝦屬、靜龍蝦屬)
0306.92--巨螯蝦(巨螯蝦屬)
0306.93--蟹類
0306.94--挪威海螯蝦
0306.95--蝦類
0306.99--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甲殼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活、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者。
（2）燻製甲殼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
（3）帶殼之甲殼類動物，經於水中蒸或煮者（不論是否加有少量暫時保藏用的化學防腐劑），也可加以冷藏、
冷凍、乾、鹹或浸鹹。
主要之甲殼類動物有巨螯蝦、海螯蝦、龍蝦、蟹、蝦。
本節亦包括不完整之甲殼類動物（如巨螯蝦或龍蝦尾部、蟹之螯部），若不帶殼且以上述（1）之方式處理。
本節亦包括適合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海膽及第 03.08 節之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b）用非本節所規定方法製作或保藏之甲殼類動物（含不完整部分）（如用水煮過的去殼甲殼類動物）（第 16.05
節）。

03.07-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燻製軟體類動物，
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適於人類食用之軟體類動物粉、
細粒及團粒。
-牡蠣（蠔、蚵）：
0307.11--活、生鮮或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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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12--冷凍
0307.19--其他
-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貝：
0307.21--活、生鮮或冷藏
0307.22--冷凍
0307.29--其他
-貽貝（淡菜）：
0307.31--活、鮮或冷藏
0307.32--冷凍
0307.39--其他
-墨魚及魷魚：
0307.42--活、生鮮或冷藏
0307.43--冷凍
0307.49--其他
-章魚（Octopus spp.）：
0307.51--活、生鮮或冷藏
0307.52--冷凍
0307.59--其他
0307.60-螺（海螺除外）
-蛤、鳥蛤及赤貝(魁蛤科、 北極蛤科、鳥尾蛤科、 斧蛤科、 縫棲蛤科、 馬珂蛤
科、 尖峰蛤科、海螂蛤科、 唱片蛤科、 毛蟶科、 竹蟶科、 硨磲蛤科及簾蛤
科)：
0307.71--活、生鮮或冷藏
0307.72--冷凍
0307.79--其他
-鮑魚(鮑螺屬)及鳳凰螺 (鳳凰螺屬)：
0307.81--活、生鮮或冷藏鮑魚(鮑螺屬)
0307.82--活、生鮮或冷藏鳳凰螺(鳳凰螺屬)
0307.83--冷凍鮑魚(鮑螺屬)
0307.84--冷凍鳳凰螺(鳳凰螺屬)
0307.87--其他鮑魚(鮑螺屬)
0307.88--其他鳳凰螺(鳳凰螺屬)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粒：
0307.91--活、生鮮或冷藏
0307.92--冷凍
0307.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活、鮮、冷、凍、乾、鹹或浸鹹者。
（2）燻製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
軟體類動物主要種類為牡蠣、海扇貝、淡菜、墨魚、魷魚、章魚、螺、蛤、鳥蛤、赤貝、鮑魚及鳳凰螺。
本節亦包含不完整之軟體類動物，只要它們的加工方法未超出上述（1）或（2）規定方式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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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含牡蠣卵（養殖用之小牡蠣）及適合人類食用之軟體類動物之粉、細粒及團粒。
本節不包括用非本節所規定方法製作或保藏之軟體類動物（例如，用水煮過或醋漬之軟體類動物）（第 16.05
節）。

03.08-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水產無脊椎動物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燻
製水產無脊椎動物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不論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適於人
類食用之水產無脊椎動物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粉、細粒及團粒。
-海參：
0308.11--活、生鮮或冷藏
0308.12--冷凍
0308.19--其他
-海膽(球海膽屬、擬正海膽、拉文海膽、食用正海膽)：
0308.21--活、生鮮或冷藏
0308.22--冷凍
0308.29--其他
0308.30-水母(海蜇屬)
0308.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水產無脊椎動物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2)

燻製水產無脊椎動物，不論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燻製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水產無脊椎動物主要種類為海膽、海參(beches-de-mer)及水母。
本節亦包含不完整之水產無脊椎動物（如海膽之生殖部），只要它們的加工方法未超出上述（1）或（2）規
定方式加工者。
本節亦含適合人類食用之水產無脊椎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本節不包括用非本節所規定方法製作或保藏之水產無脊椎動物（例如，用水煮過或醋漬之水產無脊椎動物）
（第 16.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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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章註：
1.─本章所稱「乳」係指全脂或部分或完全脫脂乳。
2.－第 04.05 節所稱：
（a）「乳酪」係指純粹從乳取得之天然乳酪、乳清乳酪或重組乳酪（鮮、加鹽或酸敗者，包括罐裝乳酪），含
乳脂重量為 80％或以上但不超過 95％，無脂乳固形物重量不超過 2％，含水重量不超過 16％。乳酪不含
添加的乳化劑，但得含氯化鈉、食用色素、中性鹽及無害之乳酸生成菌。
（b）「乳製品塗醬」係指可塗抹之油中水型乳化液，所含之脂肪以乳脂為限，含乳脂重量為 39％或以上但低
於 80％。
3.─以濃縮乳清且添加乳或乳脂製成之產品，如具有下列三種特性，則歸列第 04.06 節乾酪項下：
（a）乳脂所含乾體重量在 5％或以上者；
（b）乾物量至少達 70％但未逾 85％；及
（c）塑造者或能塑造者。
4.─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從乳清製成之產品，其所含乳糖以無水乳糖乾重計超過 95％者（第 17.02 節）；
（b）以其他物質(例如：油酸脂)取代乳中一種或多種天然成分(例如：丁酸脂)而製成之產品(第 19.01 或 21.06 節)；
或
（c）白蛋白（包括二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其所含乳清蛋白質以乾重計超過 80％者）（第 35.02 節）
或球蛋白（第 35.04 節）。

。
。。

目註：
1.─第 0404.10 目所稱「改質乳清」，意指由乳清成分組成之產品，即全部或部分去除乳糖、蛋白質或礦物質之乳
清，加入天然乳清成分之乳清，以及由混合天然乳清成分製成之產品。
2.─第 0405.10 目所稱「乳酪」不包括脫水乳酪及水牛酪油（第 0405.90 目）。

總

則

本章包括：
(Ⅰ)奶製品：
（A）乳；全脂及部分或完全脫脂乳。
（B）乳油。
（C）酪乳、凝固的乳及乳油、酸酪乳、酸乳酒及其他經發酵或酸化之乳及乳油。
（D）乳清。
（E）未列名天然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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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乳品衍生之乳酪及其他油脂；乳製品塗醬。
（G）乾酪及凝乳。
上述（A）至（E）項提及之產品，除天然乳成分（例如，強化維生素或無機鹽類的乳）外，還可含有乳品液
態運輸時為維持其天然濃度而加入的少量安定劑（例如磷酸氫二鈉、檸檬酸鈉及氯化鈣），並可含有非常少量之
抗氧化劑或乳中一般沒有維生素。這些乳品亦可含有加工所需之少量化學品（例如碳酸氫鈉）；成粉狀或粒狀乳
品可含有抗結塊劑（例如磷脂、不定形二氧化矽）。
在另一方面，本章不包括得自乳清之產品，其所含乳糖（意指無水乳糖）以乾體計重量超過 95％者，為了計
算產品中所含乳糖重量百分比率，所稱「乾體」係將游離水及結晶水予以排除。
本章章註 4(b)所稱「丁酸脂」係指乳脂；「油酸脂」係指乳脂以外之其他油脂，尤其是植物油脂(例如橄欖油)。
本章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有乳品之調製食品（特別列入第 19.01 節）。
（b）以其他物質（例如，油酸脂）取代乳中一種或多種天然成分（例如，丁酸脂）而得之產品（第 19.01 或 21.06
節）。
（c）冰淇淋及其他食用冰（第 21.05 節）。
（d）第 30 章之醫藥製劑。
（e）酪蛋白（第 35.01 節），乳白蛋白（第 35.02 節）及硬化之酪蛋白（第 39.13 節）。
(Ⅱ)禽蛋及蛋黃。
(Ⅲ)天然蜜。
(Ⅳ)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04.01-乳及乳油，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1.10-含脂重量不超過 1％者
0401.20-含脂重量超過 1％，但不超過 6％者
0401.40-含脂重量超過 6％，但不超過 10%者
0401.50-含脂重量超過 10％者
本節包括本章章註 1.所說明之乳及乳油，不論是否經殺菌、消毒或其他保藏法處理，均質化或蛋白腖者；但
不包括經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之乳及乳油（第 04.02 節）和凝固、發酵或酸化的乳及乳油（第 04.03 節）。
本節產品可被冷凍，亦可含有本章註解總則中提及之添加劑。本節亦包含和天然乳及乳油具相同質與量的復
原乳及乳油(reconstituted milk and cream)。

04.02-乳及乳油（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10-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含脂重量不超過 1.5％者
-粉狀、粒狀或其他固狀，含脂重量超過 1.5％者：
0402.21--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29--其他
-其他：
0402.91--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其他
本節包括濃縮（例如，蒸發法）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之乳（本章章註１提及者）及乳油，不論係液體、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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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或固體（塊狀、粉狀或粒狀），亦不論係保藏或復原者。
奶粉可含有添加的少量澱粉（不超過重量之 5％），加入原因乃在維持復原乳之正常物理狀態。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凝固、發酵或酸化的乳或乳油（第 04.03 節）。
（b）添加可可或其他香料之乳品飲料（第 22.02 節）。

目註解:
第 0402.10、0402.21 及 0402.29 目
上列諸目不包括糊狀濃縮乳或乳油（第 0402.91 及 0402.99 目）。

04.03-酪乳、凝固乳及乳油，酸酪乳、酸乳酒及其他經發酵或酸化之乳及乳油，不論是否濃縮
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或香料，或添加水果，堅果或可可者。
0403.10-酸酪乳
0403.90-其他
本節包括酪乳及所有發酵或酸化之乳及乳油，並且包括凝固乳及乳油、酸酪乳及酸乳酒。本節產品可能為液
狀、糊狀或固體（包括冷凍）的，也可以是濃縮（例如蒸發、或成塊狀、粉狀或粒狀）或保藏。
本節的發酵乳可由第 04.02 節之奶粉組成，含有少量添加的乳酸酵素(lactic ferments)，為了要用於調製肉類產
品或作為動物飼料添加劑。
本節酸化乳可由第 04.02 節之奶粉組成，含有少量添加的晶體狀酸（包括檸檬汁）使其與水復原時，產生凝
固乳。
除本章註解總則中提及之添加劑外，本節之產品，亦可能含糖或其他甜味料、香料、水果（包括果肉及果醬）、
堅果或可可。

04.04-乳清，不論是否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其他未列名天然乳品不論是否加糖或含
其他甜味料者。
0404.10-乳清及改質乳清，不論是否濃縮或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4.90-其他
本節包括乳清（例如，去除脂肪及酪蛋白後存留的天然乳成分）和改質乳清（參閱本章目註１）。這些產品
可為液狀、糊狀或固體狀（包括冷凍），亦可經濃縮（例如成粉狀）或保藏。
本節亦包括新鮮的或保藏的以乳為基本成分的產品。這些產品與天然乳品組成不同，並且未特別包括於其他
節中。因此，本節包括缺少天然乳中一種或多種成分的產品，添加有天然乳成分的乳（以獲得，例如，高蛋白產
品）。
除天然乳成分及本章註解總則中提及之添加劑外，本節產品，亦可含有添加的糖或其他甜味料。
本節之粉狀產品，特別是乳清，可含有添加的少量乳酸酵素，為了用於調製肉品或當動物飼料添加劑。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脫脂乳或含有與天然乳相同品質及成分量的復原乳（第 04.01 或 04.02 節）。
（b）乳清乾酪（第 04.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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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從乳清製成之產品，其所含乳糖以無水乳糖乾重計超過 95％者（第 17.02 節）。
（d）以天然乳為基本成分的調製食品，但含有本章規定不能添加的物質（特別歸於第 19.01 節）。
（e）白蛋白（包括二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其所含乳清蛋白質以乾重計超過 80％者）（第 35.02 節）
或球蛋白（35.04 節）。

04.05-乳品衍生之乳酪及其他油脂；乳製品塗醬。
0405.10-乳酪
0405.20-乳製品塗醬
0405.90-其他
本節包括：
（A）乳酪(butter)
本組包括天然乳酪、乳清乳酪及重組乳酪（鮮、加鹽或酸敗者，包括罐裝乳酪）。乳酪須限於源自乳(milk)
且須含乳脂重量在 80％或以上但不超過 95％，無脂乳固形物重量不超過 2％，含水重量不超過 16％。乳酪
不含添加的乳化劑，但可含氯化鈉、食用色素、中性鹽及無害之乳酸生成菌。（見本章章註 2(a)）。
山羊或綿羊乳酪亦適用於本組。
（B）乳製品塗醬(dairy spreads)
本組包括乳製品塗醬，係指可塗抹之油中水型乳化液，所含之脂肪以乳脂為限，含乳脂重量為 39％或
以上但低於 80％（見本章章註 2(b)）。乳製品塗醬可含其他成分，諸如：無害之乳酸生成菌、維生素、氯
化鈉、糖、白明膠、澱粉；食用色素；香料；乳化劑；增稠劑及防腐劑。
（C）乳品衍生之其他油脂(other fats and oils derived from milk)
本組包括由乳衍生之油脂（例如乳脂、乳酪脂和乳酪油）。乳酪油是從乳酪或乳油中除去水及非脂成
分所得之產品。
本組更包括脫水乳酪及水牛酪油(ghee)（通常大多數是由水牛或乳牛的乳製成之乳酪），以及混合有乳
酪及少量草本植物(herbs)、香辛料、香料、大蒜等之產品（如其具有本節產品之特性）。
本節不包括脂肪塗醬(fat spreads)含有乳脂以外之其他脂肪或所含乳脂重量低於 39％者（一般列於第 15.17 或
21.06 節）。

04.06-乾酪及凝乳(+)。
0406.10-鮮（未熟成）乾酪，包括乳清乾酪及凝乳
0406.20-磨碎或粉狀之各類乾酪
0406.30-加工乾酪、非磨碎或非粉狀者
0406.40-由藍酪黴菌產製之藍黴乾酪及其他含條紋乾酪
0406.90-其他乾酪
本節包括下列各類乾酪：
（1）鮮乾酪（包括得自乳清或酪乳者）及凝乳。鮮乾酪是一種未熟成的乾酪，在經過產製後立即可供消費（例
如：Ricotta, Broccio, cottage cheese, creamcheese, Mozzarella）。
（2）磨碎或粉狀乾酪。
（3）再製（加工）乾酪。由一種或多種乾酪及一種或多種下列物質：乳油或其他乳品、鹽、香辛料、調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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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素及水，經粉碎、混合、融解，藉加熱及乳化劑或酸化劑（包括融解鹽）乳化而製成者。
（4）由藍酪黴菌（Penicillium roqueforti）產製之藍黴乾酪及其他含條紋乾酪
（5）軟質乾酪（如 Camembert, Brie）。
‘ Parmesan）。
（6）半硬質乾酪及硬質乾酪（如 Cheddar, Gouda, Gruyere,
乳清乾酪由濃縮乳清加入奶或乳脂而得。它們必須同時具有下列三項特性才能歸屬本節：
（a）乳脂所含乾體重量在 5％或以上者；
（b）乾體重量至少達 70％但未逾 85％；
（c）成型者或能塑造成型者。
貨品如仍保有乾酪之特性，得含有肉類、魚類、甲殼類、香料、蔬菜、果實、堅果、維生素、脫脂奶粉
等而不影響其分類。
裹以麵糊混料（batter）或麵包屑的乾酪，不論是否預先烹煮（pre-cooked），只要保有乾酪的特性，仍歸
入本節。

目註解：
第 0406.40 目
本目包括含有可見條紋的乾酪，其顏色可有藍、綠、微綠或白灰色，例如：Bleu de Auvergne、Bleu de Causses、
Bleu de Quercy、Blue Cheshire、Blue Dorset、Blue Wensleydale、Cabrales、Danish Blue (Danablu) 、Gorgonzola、 Mycella、
Roquefort、Saingorlon 和 Stilton，以及用業者或商標名稱之乾酪，只要符合上列標準。

04.07-帶殼禽蛋，鮮、保藏或煮熟
-孵化用受精卵：
0407.11--雞
0407.19--其他
-其他鮮蛋：
0407.21--雞
0407.29--其他
0407.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禽鳥孵化用之受精卵及其他鮮蛋(包括冷藏)，亦包括保藏或煮熟的帶殼蛋。

04.08-不帶殼禽蛋、蛋黃（鮮、乾燥、已蒸煮或水煮、塑製、冷凍或其他方法處理，不論是否
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蛋黃：
0408.11--乾燥
0408.19--其他
-其他：
0408.91--乾燥
0408.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禽鳥不帶殼之全蛋，及蛋黃。本節的產品可為新鮮、乾、已蒸煮或水煮，塑製（例如圓柱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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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蛋」），冷凍或其他方式保藏者。全部這些產品不論是否加糖或其他甜味料或為食用，或工業用（例如鞣製
用），皆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蛋黃油（第 15.06 節）。
（b）蛋製品含有調味料、香辛料或其他添加物者（第 21.06 節）。
（c）卵磷脂（蛋黃素）（第 29.23 節）。
（d）分離出的蛋白質（卵白蛋白）（第 35.02 節）。

04.09-天然蜜。
本節包括由蜜蜂或其他昆蟲所產的蜜，或由蜂巢或蜂巢片中離心分離出者，且這些蜜沒有添加糖或任何其他
物質。這些蜜可由花的出處，來源或其顏色來命名。
本節不包括人造蜜以及天然蜜與人造蜜之混合物（第 17.02 節）。

04.10-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本節包括未列入本商品標準分類他處，而適於人類食用之動物產品。
此項產品計包括：
（1）龜蛋。河龜或海龜所產之蛋；新鮮、乾的或經其他方式保藏者。
龜蛋油除外（第 15.06 節）。
（2）海燕巢（「燕窩」）。係由鳥分泌物所構成，當此分泌物曝露於空氣中時，即迅速凝固。燕窩可能不加處理，
或經潔淨以除去羽毛、羽絨、塵土及其他雜物，使適於人類食用。一般具有帶白色扁條狀或線狀。
燕窩含有高量之蛋白質成分，幾均用於煮湯或其他食物調製品。
本節特別不包括液體或乾的動物血液，不論是否可供食用（第 05.11 或 30.0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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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食用產品（完整或部分之動物腸、膀胱、胃及動物血液及乾血等除外）；
（b）列入第 05.05 節之貨品及第 05.11 節之皮屑及皮廢料以外之生皮或皮貨（包括帶毛皮貨）（第四十一或四
十三章）；
（c）馬毛或廢馬毛（第十一類）以外之動物性紡織材料；或
（d）製掃帚及刷子用之結或束（第 96.03 節）。
2.─第 05.01 節之毛髮，僅按長度區分而未依其頭尾排齊者，不作加工論。
3.─本分類所稱「象牙」包括象、河馬、海象、角鯨、野豬等之牙齒，犀牛角或其他動物之牙齒。
4.─本分類所稱「馬毛」係指馬族或牛族動物之鬃毛或尾毛。第 0511 節主要包括馬毛及廢馬毛，不論是否有夾層
支持物在內。

總

則

本章包括各種動物性材料之未加工或經簡單之加工過程，而通常非供食用者（若干動物之血液，腸，膀胱及
胃除外）及未列入其他章節中者。
下列各項不包括於本章之內：
（a）動物脂肪（第二或十五章）。
（b）未煮的食用動物皮（第二章）或食用魚皮（第三章）。（煮過的食用動物皮、魚皮列入第十六章）。
（c）可食用之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之魚雜碎(第三章)。
（d）乾的醫療用有機腺體或其他器官，不論是否製成粉狀者（第三十章）。
（e）動物肥料（第三十一章）。
（f）生皮及皮貨（鳥皮及鳥皮之部分品，帶有羽毛或羽絨，未加工，已潔淨，消毒過或經處理以便保藏，而未
另行加工者除外）（第四十一章）。
（g）帶毛之皮（第四十三章）。
（h）動物性之絲，毛及其他紡織材料（馬鬃及廢馬鬃除外）（第十一類）。
（i）天然或養殖的珍珠（第七十一章）。

05.01-未加工之已淨或未淨人髮；人髮廢料。
本節包括未加工之已淨或未淨，已平行放置，但未依頭尾排齊之人髮及人髮廢料。
人髮（人髮廢料除外）經簡單洗淨外，更經加工處理者，例如成稀薄、染色、漂白、捲曲或調製供製造仿製
品，假髮等，以及經整理使頭尾排齊之人髮除外（第 67.03 節，見有關註釋）。此種「除外」不適用於人髮廢料，
因不論其來源為何，例如，經漂白過或染色之人髮廢料一律歸入本節中。
本節不包括：
（a）人髮製成之過濾布（第 5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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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人髮製成之髮網等（第 65.05 節）。
（c）人髮製成之其他商品（第 67.04 節）。

05.02-豬鬃、豬毛；毛和其他製刷用毛；廢鬃、廢毛。
0502.10-豬鬃、豬毛及其廢鬃、廢毛
0502.90-其他
此類貨品得為散裝，鬆捆或成紮，其鬃或毛係平行放置且其根端大致排齊者，此類貨品可為未加工者，或經
潔淨，漂白，染色或消毒者。
其他製刷用毛包括鼬鼠，松鼠和貂鼠之毛。
但本節不包括成結形或簇形之鬃或毛（即未裝於支持物上之捆束，毋須分開即可製成掃帚或刷子，或僅須略
予加工即可編製者）；此類鬃或毛，列入第 96.03 節（見第九十六章章註 3）。

[05.03]

05.04-動物腸、膀胱及胃（魚類者除外），整個或切開者均在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
鹹、乾或燻製者。
本節包括動物的腸、膀胱及胃（魚類者除外，應歸入第 05.11 節），不論為整個或切開者，亦不論是否可供
食用，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燻製者。但以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此類產品除外。（通常列入第十
六章）。
包括下列各項：
（1）胃膜袋（小牛，小山羊等），不論是否切割或乾者；此係提取凝乳之用。
（2）反芻動物的胃（若經烹調者，則歸入第十六章）。
（3）未加工之金箔匠所用的薄皮，此係牛或羊盲腸的外膜。
本節亦包括腸及金箔匠所用的薄皮（特別為公牛者）經割裂或縱切成狹長條，不論其內表層是否已刮去。
腸係主要用作臘腸腸衣。亦可製造外科手術用經消毒之縫線（第 30.06 節），網球拍線（第 42.06 節）或樂
器用線（第 92.09 節）。
本節亦不包括「人工腸衣」，由獸皮纖維之糊狀物所擠出，再以甲醛及酚之溶液予以硬化成者（第 39.17 節）
及將裂開之天然腸粘在一起而成之「人造」腸（第 42.06 節）。

05.05-帶羽毛或羽絨之鳥皮及鳥之其他部分、羽毛暨其片段（不論已否修剪）及羽絨，僅經潔
淨、消毒或保藏處理而未進一步加工者；及其粉末或廢料（＋）。
0505.10-填充用之羽毛；羽絨
0505.90-其他
本節包括：
（1）帶羽毛或羽絨之鳥皮或鳥之其他部分（例如：頭，翼），及
（2）羽毛暨其片段（不論其邊緣已否修剪者），及羽絨，
但係未加工者，或僅經潔淨、消毒或保藏處理而未另行加工或裝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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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羽毛之粉、細粒及廢料或其片段。
本節之貨物，係一種做床墊用，做裝飾用（通常經進一步加工者），或做其他用途之羽毛。為了便於分類，
種類不同之羽毛，不加以區分。
本節之羽毛片段，包括縱裂之羽毛，自羽軸內切下之羽枝，或附於羽軸薄削之羽枝（不論其邊緣已否修剪者），
硬毛及羽軸。
羽毛及羽絨，用布袋包裝供零售用，且明顯地並未構成軟墊或枕頭者歸屬本節。單純地串連在一起以方便運
輸者，亦歸屬本節。
本節不包括鳥皮及鳥之其他部分、羽毛及羽毛之片段，其加工程度業已超出本節所規定之範圍者（例如，漂
白，染色，捲曲或成波紋形）或經裝製者；此類貨品通常歸入第 67.01 節（見該節之釋註）。但已加工之硬毛及
其製品，則依其性質予以分類（例如：釣魚浮標一第 95.07 節，牙籤─第 96.01 節）。

。
。。

目註解：
第 0505.10 目
「填充用羽毛」係指家禽（特別是鵝或鴨）、鴿、鵪、鶉或類似鳥類的羽毛，但不包括大翅或尾羽及分級淘
汰的大羽。「羽絨」是鵝或鴨羽毛中最好及最軟的部分，與其他羽毛的不同處，在於沒有硬的羽軸。此類羽毛及
羽絨主要用於當床墊或其他物品如軟墊及防寒衣服（例如：帶頭巾之禦寒外套）之填充物。

05.06-未經加工之骨及角髓，但已去脂經簡單處理（未切成形），經酸處理或除膠者；及其粉
末與廢料。
0506.10-經用酸處理之軟骨及骨
0506.90-其他
本節產品主要係做雕刻材料，製造膠及明膠或做肥料之用。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骨及角髓（骨之內層者），未加工或已去脂者（骨內所含脂肪已以各種方法除去）。
（2）骨，經簡單處理者（但未切成形），亦即限於簡單鋸去其多餘部分，切割（橫切或縱切），有時再略予
粗刨或漂白者。因此本節不包括矩形（包括方形）板及片及其他形狀者，不論是否磨光或用其他方法加
工，以及用骨粉模製之產品；所有這些貨品均歸入第 96.01 節或其他特設之節別。
（3）用酸處理之骨，亦即骨之石灰質部分已以鹽酸溶解，而未喪失其原先形狀，僅保留其細胞組織及軟骨質
（軟骨），後者極易被改變成明膠。
（4）脫膠骨骼，明膠已用蒸汽除去，通常呈現粉狀（蒸氣骨粉）。
（5）骨粉及骨廢料（包括碎骨），例如，骨骼加工時所產生者。

05.07-象牙，龜殼，鯨鬚及鯨鬚髮，獸角，鹿角，蹄，甲，爪，喙之未經加工者，或經簡單處
理，但未切成形者；及其粉末及廢料者。
0507.10-象牙；象牙粉末及廢料
0507.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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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下列產品，未加工或經簡單處理但未成形者，亦即除銼，削，潔淨，除去多餘部分，修剪，切割未
成形者，粗刨，弄直或拗平以外，並未經過更進一步之加工者：
（A）象牙
本分類所稱「象牙」一詞，係指骨骼物質，包括下列：
（1）象、河馬、海象、角鯨或野豬之牙。
（2）犀牛角。
（3）任何陸上或海洋動物的牙齒。
（B）龜殼
商業上之龜殼通常為龜之甲殼（一般係從品種中稱為 Kemp's 龜，紅海龜及 Hawksbill 獲得），龜殼包括海龜
殼。
龜殼係一種板狀（鱗狀）的角質體，大小及厚度不一，供保護包圍動物全身之角質骨架之用。
本節中「龜殼」係指：
（1）甲殼，完整或部分的。
（2）鱗甲由此類甲殼所得者，幾乎常常在漁場內即分開，厚度不均勻，表面為彎曲之板片，此種鱗甲按其在
身體之部位，稱為背面或腹面鱗甲；覆蓋在胃部及胸部者，稱為腹甲。
（C）鯨鬚及鯨鬚髮
鯨鬚（得自鯨或其他海洋哺乳動物者）之本來形狀為表面帶灰白色之彎曲角質體，及其內緣具有如鯨鬚（鯨
鬚髮）同樣物質之邊鬚。
（D）獸角，鹿角，蹄，甲，爪及喙
這類獸角可為具有或不具有角心及其前額骨者。鹿角是鹿、糜等之分枝角。
本節亦包括這類貨品之粉末及廢料（包括剝削物）。
本節不包括切割成矩形（包括方形）或桿狀，管狀或其他半成品形式及模造之產品（第 96.01 節或其他特設
節別）。

05.08-珊瑚及類似物質，未經加工者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另行加工者；軟體動物、甲殼類、棘皮
動物之介殼和墨魚骨，未經加工者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切成形者，介殼粉及其廢料。
珊瑚係一種海產水螅之石灰質骨骼，通常用做珍寶飾物。工業用途上最重要之介殼，係用做珍珠母。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珊瑚，未經加工者，或僅除去其外殼者。
（2）珊瑚，僅經簡單處理，但未另行加工者，即除單純之切割外，未經另行加工者。
（3）介殼，未經加工者或經簡單處理但未切成形者，即除潔淨或簡單切割外，未經另行加工者。
本節包括墨魚骨，用作動物飼料之壓碎或粉狀介殼，及介殼廢料。
本節不包括桿狀、矩形（包括方形）板片及其他形狀者，不論是否經磨光或另行加工者；這類貨物歸入第 96.01
節或其他特設的節別。

[05.09]

05.10-龍涎香、海狸香、麝貓香和麝香；斑螯；膽汁（乾鮮在內）；分泌腺及其他動物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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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冷藏、冷凍或其他暫時保存供製藥之用者。
龍涎香是抹香鯨的分泌物，係由同心層組成的圓形塊狀物，最重可達一百公斤。具有蠟狀的組織，磨擦時，
發出芳香氣味。其顏色自塵灰色至黑色不等，而其密度小於水。龍涎香不應與黃色琥珀混淆，黃色琥珀係一種礦
物樹脂，歸入第 25.30 節。
海狸香是一種樹脂狀物質，棕色，淡紅色或淡黃色，帶有苦味及刺激性氣味。係由海狸所分泌，通常裝於其
所生成之小囊中（通常末端互相連接）。這些小囊常成折摺狀，長度從 5 至 10 公分不等。
麝貓香為麝貓所分泌，係一種金褐色或褐色，糊狀及油脂狀的樹脂物質，具有與天然麝香甚為相似的一種非
常強烈氣味。
麝香為一種鹿所分泌，通常存於其所生成之小囊內（一邊平坦無毛，另一邊凸面為白毛所覆蓋）。此分泌物
為深褐色，並帶有強烈氣味。此處所述之麝香不應與包括在第二十九章的人造麝香（二甲苯麝香，黃葵麝香等）
相混淆。
班螯係一種甲蟲，因其具有發泡或抑制刺激的性質而予使用。常為乾或粉末狀。
本節亦包括：
（1）動物腺體及動物的其他器官，用於配製有機醫療產品，但由於其性質或製造方法不適於人類食用（胰臟、
睪丸、卵巢，膽囊，甲狀腺，腦下垂腺等），有新鮮，冷藏或冷凍各種狀態，或為運輸或儲藏，另用其
他方法暫時保藏者（例如在甘油，丙酮或酒精中）。乾燥或萃取物形式者除外（第 30.01 節）。（但關於
食用產品見本章註（a）。）
（2）膽汁，不論乾燥與否。（膽汁萃取物除外─第 30.01 節）
本節亦不包括裝於密封小玻璃瓶內蛇或蜂之毒液之乾燥薄片。

05.11-未列名動物產品；第一章或第三章所列不適於人類食用之死動物。
0511.10-牛精液
-其他：
0511.91--魚或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產品；第三章所列之死動物。
0511.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動物精液。
（2）動物胚胎，冷凍託運，為了移植到領受的母體中者。
（3）動物血液，可食用與否，液態與乾燥者均在內。
本節不包括供配製治療，預防疾病或診斷用途的動物血液（第 30.02 節）。
（4）臙脂蟲及類似昆蟲，臙脂蟲係一種以仙人掌植物為生的昆蟲，在市場上共有三種臙脂蟲─黑色，灰色或銀
色，及淡紅色。臙脂蟲可供應一種紅色染料（臙脂蟲萃取物）（第 32.03 節），用於配製洋紅色顏料（第 32.05
節）。
在類似臙脂蟲的昆蟲中，最重要者為紅蚧蟲，係以若干矮橡樹為生，紅蚧蟲係用於配製鮮明並能持久之紅色
染料，列入第 32.03 節。
紅蚧蟲不應與「無定形之硫化銻」相混淆（第 38.24 節）。
臙脂蟲與紅蚧蟲可為乾的，全隻或粉末者。
（5）不可食用之魚卵及魚白。
此類包括下列兩項：
（i）孵化用受精卵，以胚胎眼之黑點，作為辨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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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用作魚餌之鹽醃魚子（例如鱈魚或鯖魚魚子），此項魚子可從其強烈令人不愉快的氣味與魚子醬代替品
（第 16.04 節）區別，因為它們通常為散裝者。
本節不包括食用魚卵及魚白（第三章）。
（6）魚或甲殼類動物、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的廢料。
本類特別包括：
（i）銀魚鱗或類似魚鱗，新鮮或保藏者（但非浸於溶液者）；此係用於調製珍珠漆素，供塗人造珍珠之用。
（ii）生、乾或鹹魚鰾，用於製造魚膠。
（iii）魚類之腸及皮廢料，用於膠之製造等。
（iv）魚廢料。
本節亦不包括：
（a）可食用之魚肝、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之魚雜碎(第三章)。
（b）第 05.08 節之軟體動物、甲殼類動物或棘皮動物之殼。
（c）用於配製醫藥產品之不可食用魚肝（第 05.10 節）。
（7）蠶卵具有小種子的外形，由淡黃色逐漸轉變為灰色或土黃色。通常裝在箱內（或細胞狀蜂房）或布製小囊
內。
（8）螞蟻卵。
（9）腱，如下列(10)及(11)兩項所列舉的廢料，主要為製膠用原料。
（10）大小獸皮的削片（邊角料）及類似廢料。
（11）毛皮廢料，不能被皮貨商利用者。
（12）第一章或第三章之死動物及其肉或雜碎不適人類食用者。但第 02.09 節產品或本章前述諸節中之一的產品
除外。
(13)馬毛及廢馬毛，不論是否有夾層支持物在內，本部分包括馬族或牛族之鬃毛及尾毛，不但指未經加工之馬鬃，
且包括已潔淨、漂白、染色、捲曲或其他方法加工之馬鬃，此類貨品得為散裝，成捆或成束者。
本節亦包括成層馬鬃，置於紡織物，紙等支持物上者，或釘縫於紡織物或紙等之夾層中者。
本節不包括紡織過程中之馬鬃及頭尾連結之馬鬃（第五十一章）。
(14)動物性天然海綿，包含天然海綿（包括僅經清洗）及經處理過（例如：除去石灰質或漂白）之海綿。本部分
亦包括海綿廢料。
絲瓜絡（Loofah），被視為植物性海綿，歸入第 14.04 節。

此外，本節不包括：
（a）充漆、子蟲漆、粘性蟲膠及其他蟲膠（第 13.01 節）。
（b）第十五章的動物脂肪。
（c）動物學用的收集品及標本，經填塞或以其他方法保存之動物，蝴蝶及其他昆蟲，卵等。（第 97.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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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植物產品
類註：
1.─本類「團粒」一詞係指產品經凝聚係由直接壓縮或由加入重量未超過３％之黏合劑而成。

第 六 章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飾用葉
章註：
1.─除須符合第 06.01 節第二部份規定外，本章僅係指通常由苗圃或花店供應作種植或裝飾用之各種活樹及活植
物（包括植物苗）；但不包括馬鈴薯、洋蔥、分蔥、蒜頭（大蒜）及其他第七章之產品。
2.─列入第 06.03 或 06.04 節之貨品應包括全部或部分，以該貨物所製成之花束、花籃、花圈或類似品、不論是否
有其他材料所製成之附件。但不包括歸列第 97.01 節之美術拼貼或類似之裝飾板。

總

則

本章包括一種由苗圃或園藝家所供給之全部活植物適合供作種植或裝飾用者，還有菊苣植物及其根──第
12.12 節以外之根；即使不由苗圃或花店供應者也算在內。其範圍由樹、灌木、及灌木枝至植物苗，其中且包括
藥用植物。本章不包括種子及果實，或若干塊莖及球莖（如馬鈴薯、洋蔥、分蔥及大蒜）因該項物品無法區別為
食用類或種植類。
本章尚包括下列各項：
（1）作裝飾用之切花及蓓蕾，葉，枝及植物體之其他部份，無論是新鮮、乾燥、染色、漂白、浸漬或用其他方
法處理者。
（2）花束、花圈、花籃及類似的花卉業者所出售商品。

06.01-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在休眠中、生長中、或開花中；菊苣及根，
不包括第 12.12 節之根。
0601.10-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休眠中者
0601.20-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生長中或開花中；菊苣及根
本節包括下列各類植物之鱗莖等，不論進口時是否種於缽中或裝於盒子等。
宮人草、台頭翁屬（鱗莖品屬）、秋海棠屬、曇華、雪榮花、君影草屬、番紅花屬，櫻草屬、西番蘭、沙漠
火燭花、小菖蘭、貝母、雪花、唐菖蒲、大岩桐、風信子、鳶尾、百合、射干菖蒲、水仙花、伯利恒之星、醡醬
草、毛莨、海芋、易格列迪、晚香玉、小慈姑。
本節尚包括非裝飾用植物（例如大黃冠芽）之鱗莖類及蘆筍冠芽。
但本節不包括若干第七章所列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根莖）（例如洋蔥、分蔥、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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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鈴薯、菊芋）以及薑之根莖（第 09.10 節）。
菊苣植物及根則包括在本節內。未烤過之菊苣根其品種 Cichorium intybus sativum 除外（第 12.12 節）。

06.02-其他活植物（包括根），插穗及裔芽；菇類菌種（＋）。
0602.10-未長根插穗及裔芽
0602.20-食用果實及堅果之樹、灌木及矮叢樹，已否接枝均在內
0602.30-山杜鵑及杜鵑，已否接枝均在內
0602.40-玫瑰，已否接枝均在內
0602.90-其他
本節包括：
（1）所有種類之樹、灌木及矮叢樹（森林、果實、裝飾等）包括接枝用之砧木。
（2）所有種植用植物和樹苗，但屬於第 06.01 節者除外。
（3）植物之活根。
（4）未長根插穗；裔芽（接樹之嫩枝或嫩芽）；蔓枝及芽。
（5）菇類菌種，無論它的菌絲體是否與土壤或植物混合者。
本節之樹、灌木、矮叢樹及其他植物，進口時可能為裸根或帶土或種植於缽、盒或類似物品中。
本節不包括第 06.01 節大理花之塊根及第 06.01 或 12.12 節菊苣根。

。
。。

目註解：
第 0602.20 目
第 0602.20 目「樹、灌木及矮叢樹」一詞，包括帶有木質莖幹的藤與蔓（例如葡萄、博伊森莓、露珠莓、奇
異果）及其長根插穗。
本目不包括野玫瑰（第 0602.40 目）。

第 0602.20，0602.30，0602.40 及 0602.90 目
活根依照其植物適當之目來分類。

06.03-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切花及花蕾，鮮、乾、染色、漂白、浸漬或其他方式處理者。
-鮮：
0603.11--玫瑰
0603.12--康乃馨
0603.13--蘭花
0603.14--菊花
0603.15--百合(百合屬)
0603.19--其他
0603.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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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僅包括切花及花蕾，且包括以花或花蕾作成之花束、花圈、花籃及類似物（例如花束及插於鈕孔之
花）。如其具有花卉商品之基本特性，即使帶有其他材料製成的配件（緞帶、紙飾物等），仍視為花束歸入本
節。
樹、灌木及矮叢樹之剪切枝，若帶有花或花蕾者（例如木蘭及某些品種之玫瑰），視為切花或花蕾，歸入本
節。
本節不包括主要用作香料、藥用，或作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之花、花瓣及花蕾，如進口時其情形不適於作
花束或裝飾用者（第 12.11 節）。
本節尚不包括第 97.01 節之美術拼貼及裝飾板。

06.04-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各種植物之枝葉及其他部分（花朵及花蕾除外）、苔藻蘚、地衣及草，
不論鮮、乾、染色、漂白，浸漬或用其他方式處理者。
0604.20-鮮
0604.90-其他
本節不僅包括葉、枝條等，且包括由葉或樹、灌木、矮叢樹或其它植物之片段，或草，苔藻蘚或地衣所組成
之花束、花圈、花籃及類似物品。倘該項花束具有花卉葉者商品之基本特性，縱含有其他材料（帶、線架等）作
成之附屬物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之貨品，可帶有裝飾用之果實，但若帶有花朵或花蕾者則除外（第 06.03 節）。
本節包括天然之聖誕樹，惟需提出不適於種植之理由（如根已被鋸斷或以熱水浸過無法存活者）。
本節不包括主要用作香料、藥用、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之植物或其植物部份（包括草、苔藻蘚、地衣）（第
12.11 節），或供編織用者（第 14.01 節），如其呈現情形均不適合用作花束用或裝飾用途。本節尚不包括用來作
美術拼貼或裝飾板者（第 97.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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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類
章註：
1.─本章不包括第 12.14 節所列芻秣產品。
2.─第 07.09、07.10、07.11 及 07.12 節內所稱「蔬菜」包括食用磨菇、麥蕈、橄欖、續隨子、葫蘆、南瓜、茄子、
甜玉米、蕃椒類或甜椒類果實、茴香、芫荽菜、蛇床子、茵陳萵、水芹及香薄荷（歐亞產芳香薄荷）。
3.─除了以下所列之外，第 07.12 節包括從 07.01 節至 07.11 節所含全部乾蔬菜：
（a）去殼之乾豆類蔬菜（第 07.13 節）；
（b）第 11.02 至 11.04 節各式甜玉米；
（c）馬鈴薯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及團粒（第 11.05 節）；
（d）第 07.13 節之乾豆類蔬菜之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4.─本章不包括乾、壓或磨碎之蕃椒類或甜椒類（第 09.04 節）。

總

則

本章蔬菜(包括本章註２所列之各種蔬菜)，不論新鮮、冷藏、冷凍（包括未煮過或以熱水或蒸氣煮過者）、
暫時保藏或乾者（包括脫水、蒸發、冷凍乾燥）。所須注意者，其中若干產品雖經乾燥或製成粉末後可用作調味
料者，仍歸入第 07.12 節。
「冷藏」這名詞的意思就是使產品溫度降低並維持攝氏０℃左右而不使它結凍。然而某些農產品，例如馬鈴
薯，在冷藏時要考慮到溫度只能降到並維持在攝氏１０℃左右。
「冷凍」一詞之解釋指產品的溫度冷至產品冰點之下直到它完全結凍為止。
除非另有註明者外，本章之蔬菜可以是整株、切片、剁碎、切絲、漿狀、磨碎、去皮或去莢。
本章尚包括若干富含澱粉或菊糖(inulin)成分之根莖及塊莖，生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切片或為團
粒狀者。
凡不歸屬本章各節所述之狀態之蔬菜，則列第十一章或第四類，例：乾豆類蔬菜之粉、細粒及細粉及馬鈴薯
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及團粒列入第十一章，及用本章以外之任何方法調製或保藏之蔬菜等列入第二十
章。
然而應予注意本章之產品僅經均質化處理者，宜歸類第二十章之調製品。
所應注意者，歸屬本章之蔬菜，縱裝於密閉容器中者（例：罐裝之洋蔥粉），仍歸入本章。然在大多數情形
下，此種包裝之產品，多用本章各節所述以外之方法調製或保藏，因此不歸入本章（第二十章）。
同樣地，本章之產品利用調氣包裝（Modified Atmospheric Packaging，簡稱 MAP）方法加以包裝處理者（例如，
生鮮或冷藏蔬菜），仍歸屬本章。在調氣包裝處理過程中，把產品周遭之氣體加以改變或調節（例如，用氮氣或
二氧化碳取代、增加氮氣或二氧化碳含量，藉以移去或降低氧氣含量）。
新鮮或乾的蔬菜不論是作為食品、播種或種植用（馬鈴薯、洋蔥、分蔥、大蒜、豆類蔬菜等）均包括在本章
內，但本章不包括供繁殖用之植物苗（第 06.02 節）。
除上述及章註外本章尚不包括：
（a）菊苣植物或菊苣根（第 06.01 或 12.12 節）。
（b）若干特定蔬菜產品用作食品加工業原料者，例如穀類（第十章）、甜菜及甘蔗（第 12.12 節）。
（c）第 07.14 節之根莖或塊莖之粉及細粒（第 11.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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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某些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雖然有時用來作烹調者，例如：羅勒、琉璃苣、牛膝草、各種薄荷、迷迭
香、芸香、鼠尾草及乾的牛蒡根(Arctium lappa)（第 12.11 節）。
（e）食用海草及其他藻類（第 12.12 節）。
（f）瑞典蕪菁、飼料蓁菜、飼料用根菜、飼料用乾草、紫花目蓿、三葉草、紅豆草、飼料用甘藍、羽扁豆、
野豌豆及類似芻秣飼料（第 12.14 節）。
（g）甜菜或胡蘿蔔之莖葉（第 23.08 節）。

07.01-馬鈴薯，生鮮或冷藏（＋）。
0701.10-種薯
0701.90-其他
本節指生鮮或冷藏的所有種類馬鈴薯（但非第 07.14 節的甘薯）。本節尤指播種或新種的馬鈴薯種。

目註解：
第 0701.10 目
第 0701.10 目之目的在於：「種薯」的解釋是指經國家當局認定馬鈴薯作為播種用者。

07.02-番茄，生鮮或冷藏。
本節包括所有種類之生鮮或冷藏番茄。

07.03-洋蔥、分蔥、大蒜、韭蔥及其他蔥屬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3.10-洋蔥及分蔥
0703.20-大蒜
0703.90-韭蔥及其他蔥屬蔬菜
本節包括下列生鮮或冷藏之蔥屬蔬菜：
（1）洋蔥（包括洋蔥苗(onion sets)及蔥(Spring onions)）及分蔥。
（2）大蒜。
（3）韭蔥、細香蔥及其他蔥屬蔬菜。

07.04-白菜類、花椰菜、球莖甘藍、無頭甘藍及類似可供食用蕓苔屬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4.10-花椰菜及青花菜
0704.20-抱子甘藍
0704.90-其他
本節之生鮮或冷藏之產品包括下列：
（1）花椰菜及青花菜(Brassica oleracea L. convar. botrytis (L.) Alef var.botrytis L.)。
（2）抱子甘藍。
（3）其他之結頭蕓苔屬蔬菜（如：甘藍、皺葉甘藍、紅色甘藍、白菜）、羽衣甘藍、無頭甘藍、其他蕓苔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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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菜類蔬菜、sprouting broccoli (Brassicaoleracea L. convar. botrytis (L.)Alef var. italica Plenck)、其他蕓苔
屬 sprouting 類蔬菜及球莖甘藍。
其他以根形態之蕓苔屬不包括在內，（如：第 07.06 節之蕪菁及第 12.14 節之瑞典蕪菁）。

07.05-萵苣及菊苣，生鮮或冷藏。
-萵苣：
0705.11--結球萵苣
0705.19--其他
-菊苣：
0705.21--野苦苣(Cichorium intybus var. foliosum)
0705.29--其他
本節所包括之生鮮或冷藏萵苣(Lactuca sativa)，主要是結球萵苣；同樣地本節所包括之生鮮或冷藏之菊苣
(Cichorium spp.)，包括苦苣在內之主要品種有：
（1）野苦苣。
（2）闊葉苦苣（Escarole chicory (Cichorium endivia var. latifolia) ）。
（3）縮緬苦苣（Curly chicory also known as endive (Cichorium endiviavar. crispa)）。
本節不包括菊苣植物及菊苣根（第 06.01 或 12.12 節）。

07.06-胡蘿蔔、蕪菁、火焰菜、波羅門參、根芹菜(celeriac)、蘿蔔及類似可供食用根菜，生鮮或
冷藏。
0706.10-胡蘿蔔及蕪菁
0706.90-其他
本節之生鮮或冷藏根包括紅蘿蔔、蕪菁、火焰菜、波羅門參、根芹菜、蘿蔔、黑皮波羅門參、辣根、草石蠶、
牛蒡及蒲芹蘿蔔。不論其莖葉是否去留，這些產品均包括在本節內。
本節不包括以下各類：
（a）第 07.09 節之芹菜。
（b）暫時保藏之牛蒡根（第 07.11 節）。
（c）第 12.14 節之芻秣飼料。

07.07-胡瓜及小胡瓜，生鮮或冷藏。
本節僅包括生鮮或冷藏之胡瓜及小胡瓜。

07.08-豆類蔬菜，去殼或帶殼，生鮮或冷藏。
0708.10-豌豆(Pisum sativum)
0708.20-豇豆、菜豆類(Vigna spp., Phaseolus spp.)
0708.90-其他豆類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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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豆類蔬菜包括：
（1）豌豆，包括青豌豆及飼料豌豆(green peas and fodder peas)。
（2）菜豆、豇豆類，包括萊豆或皇帝豆、綠豆、可食用之豆莢（其不同的名字如菜豆、四季豆、敏豆、芸扁
豆、雲豆、隱元豆）及豇豆(cowpeas)。
（3）蠶豆（大種蠶豆）、馬豆（中及小種蠶豆）及鵲豆。
（4）雞豆（回回豆）。
（5）洋扁豆。
（6）關華豆(Guar seeds)。
本節不包括：
（a）大豆（第 12.01 節）。
（b）刺槐豆（第 12.12 節）。

07.09-其他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9.20-蘆筍
0709.30-茄子
0709.40-芹菜（根芹菜除外）
-菇類及松露(truffles)：
0709.51--蘑菇屬（genus Agaricus）之菇類
0709.59--其他
0709.60-辣椒及甜椒類果實
0709.70-菠菜、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orache spinach)
-其他：
0709.91--朝鮮薊
0709.92--橄欖
0709.93--南瓜(南瓜屬)
0709.99--其他
本節之蔬菜包括：
（1）蘆筍。
（2）茄子。
（3）芹菜(Celery)（與第 07.06 節之根芹菜不同）。
（4）菇類（包括蘑菇屬之菇類，諸如白色洋菇）與松露。
（5）辣椒及甜椒屬之果實，統稱「番椒」(pepper)。
辣椒屬之果實，包括辣椒屬中味道淡甜及果型較大之甜椒，不論是綠色或已成熟狀態，大多當蔬菜沙拉食
用者；及 Capsicum frutescens and Capsicum annuum 之有較強刺激性辣味之品種，包括 chillies、Cayenne
pepper、paprikas 等用以食品調味者。至於甜椒屬包括 Jamaica pepper（又稱 clove pepper, English pepper and
allspice）。本節不包括這些乾、壓碎或研磨之產品（第 09.04 節）。
（6）菠菜，包括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
（7）朝鮮薊。
（8）甜玉米，不論其是否在穗軸(corn-cob)上均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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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南瓜 (南瓜屬)。
（10）橄欖。
（11）食用大黃、食用薊、茴香、續隨子及酸模。
（12）菾菜（莙蓬菜）及黃秋葵（秋葵）。
（13）洋芫荽、茴芹、狹葉青萵、cress（例如：豆瓣菜）、木質薄荷、芫荽、蒔蘿、香薄荷(Majorana hortensis or
Origanum majorana)。但 Wild marjoram (Origanum vulgare)除外（第 12.11 節）。
（14）竹筍及黃豆芽。
本節亦不包括 Eleocharis dulcis 或 Eleocharis tuberosa 的食用塊莖，一般稱為荸薺（第 07.14 節）。

07.10-冷凍蔬菜（未煮或蒸煮或水煮）。
0710.10-馬鈴薯
-豆類蔬菜，帶殼或去殼：
0710.21--豌豆
0710.22--菜豆、豇豆類(Vigna spp., Phaseolus spp.)
0710.29--其他
0710.30-菠菜、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
0710.40-甜玉米
0710.80-其他蔬菜
0710.90-混合蔬菜
屬第 07.01 至 07.09 節之生鮮或冷藏蔬菜，若為冷凍者，歸入本節。
「冷凍」一詞依本章總則之註解。
本節之冷凍蔬菜通常是指工業上之急速冷凍者。急速冷凍過程是為了急速通過最大結晶化之溫度範圍。由此
可避免細胞構造破裂並且在解凍後還能保持蔬菜本身之鮮綠外觀。
冷凍前已加鹽或糖之蔬菜亦歸屬本節，及冷凍前以蒸氣或熱水處理過者也列入本節。然而，本節不包括用其
他方法來烹調（第二十章）或以其它成分調製者，如 prepared meals（第四類）。
以冷凍方式達到蔬菜保存之主要種類者有馬鈴薯、豌豆、菜豆類、菠菜、甜玉米、蘆筍、胡蘿蔔及火焰菜。
本節也包括混合之冷凍蔬菜。

07.11-暫時保藏之蔬菜（例如二氧化硫氣體、鹽水、硫磺水、或其他保藏用溶液漬成）惟不適
於即時食用者。
0711.20-橄欖
0711.40-胡瓜及小黃瓜
-菇類及松露：
0711.51--蘑菇屬之菇類
0711.59--其他
0711.90-其他蔬菜；混合蔬菜
本節適用於使用前在運輸或貯藏時僅為暫時保藏而進行處理（例如，以二氧化硫氣體、鹽水、硫磺水或其他
保藏用溶液），但不適合直接食用的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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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蔬菜通常是以木桶或琵琶桶包裝，主要作為加工用之原料；其主要之品種有洋蔥、橄欖、續隨子、胡
瓜、小黃瓜、菇類、松露及蕃茄。
但蔬菜除暫時保藏於鹽水外，並經特別處理（例如以蘇打水、乳酸發酵）者除外；這些列入第二十章（例如
橄欖、酸泡菜、小黃瓜及綠豆）。

07.12-乾蔬菜，整粒（株）、切塊、切片、切碎或粉狀，但未經進一步處理。
0712.20-洋蔥
-菇類、木耳（木耳屬）、銀耳（銀耳屬）及松露：
0712.31--蘑菇屬之菇類
0712.32--木耳（木耳屬）
0712.33--銀耳（銀耳屬）
0712.39--其他
0712.90-其他蔬菜；混合蔬菜
本節包括第 07.01 至 07.11 節之經乾燥處理者（包括脫水、蒸發或冷凍乾燥），亦即以各種方法將蔬菜所含
之天然水份移去。經此處理之主要種類有馬鈴薯、洋蔥、菇類、木耳、銀耳、麥蕈、胡蘿蔔、甘藍及菠菜。通常
製成條狀、片狀，有的單一種類，有的數種混合。
本節亦包括切碎或製成粉末之乾蔬菜，如蘆筍、花椰菜、芫荽菜（洋芫荽）、蛇床子（茴芹）、洋蔥、大蒜、
芹菜等，通常作調味物料或調製羹湯用。
下列不包括在本節內：
（a）去殼之乾豆類蔬菜（第 07.13 節）。
（b）乾的、壓碎或研磨之番椒或丁子屬果實（第 09.04 節），馬鈴薯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及團粒（第
11.05 節），第 07.13 節乾豆類蔬菜之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c）混合之佐料及調味品（第 21.03 節）。
（d）以乾蔬菜為基之羹湯製品（第 21.04 節）。

07.13-去殼之乾豆類蔬菜（已否去皮或剖分者均在內）（＋）。
0713.10-豌豆
0713.20-雞豆（回回豆）
-菜豆、豇豆類(Vigna spp., Phaseolus spp.)：
0713.31--小黑豆或綠豆（the species Vigna mungo (L.) Hepper or Vignaradiata (L.) Wilczek）
0713.32--小紅豆（紅豆）(Phaseolus or Vigna angularis)
0713.33--菜豆（四季豆、敏豆），包括白豆
0713.34--斑巴拉豆
0713.35--豇豆
0713.39--其他
0713.40-洋扁豆
0713.50-蠶豆（大種蠶豆）及馬豆（中及小種蠶豆）
0713.60-樹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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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90-其他
本節包括第 07.08 節之人或動物食用之去殼乾豆類蔬菜（如豌豆、雞豆、紅豆、洋扁豆、蠶豆、馬豆、關華
豆），縱用以播種（不論是否經化學處理使成不可食用）或作他用者亦在內。彼等可能經適當之熱處理以使酵素
（特別是過氧化酵素）失去活性及除去部份水份，俾可保存較久；然而熱處理不可影響其子葉之內部特性。
本節內之乾豆類蔬菜無論是否去皮或剖分者均在內。
本節不包括：
（a）去殼之乾豆類蔬菜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b）大豆（第 12.01 節）。
（c）野豌豆種子（與蠶豆、馬豆不同）、小巢豆及羽扁豆之種子（第 12.09 節）。
（d）刺槐豆（第 12.12 節）。

。
。。

目註解：
第 0713.31 目
本目僅指 Vigna mungo (L.) Hepper 品種之豆子，又稱 urd or black gram，及 Vigna radiata (L.) Wilczek 品種之
豆子，又稱 mung or green gram。此兩品種豆子廣泛的用於生產豆芽菜。

07.14-樹薯、葛根、草蘭球根、菊芋、甘藷及其他富含澱粉或菊糖成分之類似根莖、塊莖，生
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切片或為團粒狀者均在內；西穀莖髓。
0714.10-樹薯
0714.20-甘藷
0714.30-山藥(薯蕷屬)
0714.40-芋頭(芋屬)
0714.50-箭葉黃體芋(千年芋屬)
0714.90-其他
本節包括因富含澱粉或菊糖成分而用來製造食品或工業產品之根莖及塊莖；還包括西穀莖髓(Sago pith)。在
某些例子，這些根莖及塊莖亦可直接供人類或動物消費之用。
本節包括生鮮、冷藏、冷凍或乾燥的製品，不論是否切片或由本節根莖或塊莖之片塊(pieces)（例如 chips)或
由其列入第 11.06 節之粉、細粒及細粉所製成之團粒均在內。團粒係由直接壓縮或由加入黏合劑（糖蜜、濃縮之
亞硫酸鹽鹼液等）作成；加入之黏合劑其量不超過重量之３％。樹薯之團粒有時會分散，可視同團粒。分散之樹
薯團粒可由觀察其一些物理特性確認之，例如：不均勻粒子與樹薯團粒之破片，褐色帶有黑點，由裸眼可見之纖
維狀小片及少量之砂質或矽質。
本節除節標題內特別提及之根莖及塊莖外(木薯(Manihot esculenta)、甘薯(Ipomoea batatas)等)，尚包括荸薺屬植
物(Eleocharis dulcis 或 Eleocharis tuberose)之食用球莖，一般稱為荸薺。
本節產品之經其他方法處理者，歸入其他各章，例如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澱粉（11.08 節）及樹
薯粉(tapioca)（第 19.03 節）。
本節亦不包括活大理花塊莖（第 06.01 節），及鮮或乾之馬鈴薯（分別屬於第 07. 01 及 07.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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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
章註：
1.─本章不包括非食用堅果及果實。
2.─冷藏之果實及堅果應按與其相當之新鮮果實及堅果作同樣分類。
3.─本章之乾果實或乾堅果可以部分復水，或為下列目的而加以處理：
（a）為保藏或保持其穩定性（例如：經適當熱處理、燻硫處理、添加山梨酸或山梨酸鉀），
（b）為改善或保持其外觀（例如：添加植物油或少量之葡萄糖漿），
但必須保持乾果實或乾堅果之特性。

總

則

本章包括通常供人食用（不論是即可食用或須經加工方可食用）之果實、堅果及柑橘屬果皮或甜瓜（包括西
瓜）皮。此等果實可能為新鮮（包括冷藏）、冷凍（不論已否在未冷凍前以熱水或蒸氣蒸煮或添加甜味料）或乾
者（包括脫水、蒸發、冷凍乾燥）；也可以作不適於即時食用暫時保藏者（例：以二氧化硫氣體保存，或漬存於
鹽水、硫磺水或其他保存用溶液中）。
「冷藏」這名詞的意思就是使產品溫度降低並維持攝氏０℃左右而不使它結凍。然而某些產品，例如甜瓜和
某些柑橘屬果實當溫度降低並維持＋10℃就可認為已經冷藏。「冷凍」的意思必須冷至產品的冰點以下並完全
結凍。
本章之果實及堅果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切片（sliced）、切碎（chopped）、切絲（shredded）、去核（stoned）、
打漿（pulped）、磨碎（grated）、去皮（peeled）或去殼（shelled）。
應予注意本章之產品經均質化處理者，宜歸類第二十章之調製品。
果實中加入少量糖仍納入本章。本章亦包括乾果（例：棗子及梅子），此等果實之外層可能存積有其本身自
然之乾燥糖份，而與第 20.06 節糖霜果實之外表相似。
然而本章不包括以滲透脫水方式保藏之果實。「滲透脫水（osmotic dehydration）」係指片塊果實經濃縮糖
漿長時間浸泡，致果實中之多量水分及天然糖份被糖漿之糖取代之加工處理。「滲透脫水」之果實可續予風乾
以進一步減少其水份含量。此類果實則歸入第二十章（第 20.08 節）。
本章亦不包括已更明確歸屬其他章之若干蔬菜產品，雖其中之一部份就植物學觀點而言，確為果實，例如：
（a）橄欖、蕃茄、胡瓜、小胡瓜、葫蘆、南瓜、茄子、辣椒屬或甜椒屬之果實（第七章）。
（b）咖啡、香草、杜松子及其他屬於第九章之產品。
（c）花生及其他油質果實、主要供藥用或製香料用之果實、刺槐豆、杏及類似果實（第十二章）。
（d）可可豆（第 18.01 節）。
本章更不包括下列各項：
（i）果實之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ii）食用果實或堅果及瓜或柑橘屬果實之果皮，與上述之調製與保藏方法不同者（第二十章）。
（iii）烘乾之果實及堅果（如栗子、扁桃仁及無花果）不論是否研磨，一般用作咖啡代替品者（第 21.01 節）。
應予注意歸屬本章之果實及堅果，縱裝於密閉包裝中者，仍歸入本章（例如乾梅子或罐裝乾堅果）。然在大
多數情況下，此種包裝之製品，多用不同於本章各節所述之方法調製或保藏，因此不歸入本章（第二十章）。
本章之產品利用調氣包裝（Modified Atmospheric Packaging，簡稱 MAP）方法加以包裝處理者（例如，生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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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仍歸屬本章。在調氣包裝處理過程中，把產品周遭之氣體加以改變或調節（例如，用氮氣或二氧化碳取代、
增加氮氣或二氧化碳含量，藉以移去或降低氧氣含量）。

08.01-椰子、巴西栗及腰果，鮮或乾，不論是否去殼或去皮(+)。
-椰子：
0801.11--脫水者
0801.12--剝殼者
0801.19--其他
-巴西栗：
0801.21--帶殼者
0801.22--去殼者
-腰果：
0801.31--帶殼者
0801.32--去殼者
本節包括椰子絲，係指乾燥切成絲狀之椰肉，但不包括用以榨取椰子油及不適於供人類食用之乾椰子肉（第
12.03 節）。

目註解：
第 0801.12 目
第 0801.12 目僅包括部分或完全去除外部纖維殼(中果皮)之椰子。

08.02-其他鮮、乾堅果，不論是否去殼或去皮。
-扁桃仁：
0802.11--帶殼者
0802.12--去殼者
-榛實或榛子（Corylus 屬）：
0802.21--帶殼者
0802.22--去殼者
-胡桃：
0802.31--帶殼者
0802.32--去殼者
-栗子(栗屬)：
0802.41--帶殼者
0802.42--去殼者
-開心果：
0802.51--帶殼者
0802.52--去殼者
-夏威夷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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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2.61--帶殼者
0802.62--去殼者
0802.70-可樂果(可樂果屬)
0802.80-檳榔
0802.90-其他
「本節主要堅果是扁桃仁（甜或苦）、榛實或榛子、胡桃、栗子（Castanea 屬）、開心果（pistachios），夏
威夷果（macadamia nuts），大胡桃及華松(Pignolia nuts)（Pinus pinea 之種子）。」
本節尚包括檳榔（主要作為咀嚼物用），可樂堅果(Cola nuts)（當作咀嚼物及製造飲料之基料用），以及一
種可食用的、類似堅果的、有刺角狀突起的 Trapa natans 之果實（菱角），此往往視之為菱（Water chestnut）。
本節不包括：
（a）Eleocharis dulcis 或 Eleocharis tuberosa 的食用塊莖，一般稱之為荸薺（Chinese water chestnut）（第 07.14 節）。
（b）胡桃殼或扁桃仁殼（第 14.04 節）。
（c）花生（第 12.02 節）、烘焙花生或花生醬（第 20.08 節）。
（d）七葉樹子(Horse chestnuts)(Aesculus hippocastanum )（第 23.08 節）。

08.03-鮮或乾香蕉，包括芭蕉。
0803.10-芭蕉
0803.90-其他
本節包括芭蕉屬(genus Musa)中其果實可供食用之所有各品種。
芭蕉係含富澱粉之香蕉，其甜度比其他香蕉低。其所含澱粉與其他香蕉不同，於熟成時，不會變甜。芭蕉主
要於油炸、烘培、蒸煮、水煮或其他方式烹煮後食用。

08.04-鮮或乾椰棗（海棗）、無花果、鳳梨、酪梨、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果。
0804.10-椰棗（海棗）
0804.20-無花果
0804.30-鳳梨
0804.40-酪梨
0804.50-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果
本節所指無花果為學名 Ficus carica 之果實，無論它是否作為蒸餾之用均在內；本節不包括仙人掌無花果
（prickly pears）（第 08.10 節）。

08.05-鮮或乾之柑橘類果實（+）。
0805.10-橙
-寬皮柑類(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地中海早橘、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
0805.21--寬皮柑類(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
0805.22--地中海早橘
0805.2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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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40-葡萄柚，包括柚
0805.50-檸檬及萊姆
0805.90-其他
所稱「柑橘類水果」，主要指：
(1)甜橙或苦橙（Seville oranges）。
(2)寬皮柑類(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寬皮柑類可被歸類於下列主要分類或族：
-溫州蜜柑(Citus unshiu Marcovitch)，包含許多品種。
-帝王柑(Citrus nobilis Loureiro)，包含某些品種。
-地中海紅橘(Citrus deliciosa Tenore)，也被稱做 Willowleaf。
-椪柑(Citrus reticulata Blanco)，包含眾多種類。
-小柑橘，包含許多種類。
(3)地中海早橘、螺柑及類似的雜交柑橘。
(4)葡萄柚(包括 pomelos) 。
(5)檸檬(Citrus limon, Citrus limonum)及雷姆（Citrus aurantifolia, Citrus latifolia）。
(6)香櫞、金橘及佛手柑等。
本節亦包括供做蜜餞用之小青橙和小檸檬。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柑橘類果實皮（第 08.14 號）。
（b）「柑橘豌豆」(Orange peas)或「小桔」(Orangettes)，即開花後脫落之未成熟及不可食之柑橘，將其收集乾
燥後專供抽取其內所含之精油(petit-grain)（第 12.11 節）。

。
。。

目註解：
第 0805.21 目
第 0805.21 目僅包括寬皮柑類(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
寬皮柑類(Citrus reticulata Blanco)，在椪柑類下，因其體型較小、較扁平的外型、易去皮、較甜、果肉具明顯
的瓣狀、味道較香等特性，得與原生橙做區分，寬皮柑類具一中空開放的果心大於一般橙及具有綠色子葉的籽（少
有例外）。寬皮柑為圓形，稍較橙小，其皮呈亮橙色或紅色，易去皮，較其他柑橘類酸。
溫州蜜柑(Citrus unshiu Marcovitch)為寬皮柑類早熟的品種，體型較大，呈黃、橙色，果肉多汁、較不酸，且
無籽。
寬皮柑類雜交種果實(包含寬皮柑及溫州蜜柑雜交種果實)歸列稅則第 0805.29 目。

第 0805.22 目
第 0805.22 目包含地中海早橘。
地中海早橘(Citrus reticulate ‘Clementiana’)與寬皮柑類不同之處在於其皮的顏色為橙至紅橙色，平坦光滑
具微鵝卵石表面顆粒狀外表，外型呈圓球形，且較寬皮柑類小，但外型不像寬皮柑類扁平。如同寬皮柑類，地中
海早橘易去皮且易分瓣，味道甜、稍帶酸味且芬芳比較像橙。

第 0805.29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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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805.29 目包含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
螺柑是由不同的寬皮柑類(Willowleaf 及帝王柑)雜交而成的果實，體型小至中等，外型稍微扁平。成熟時果皮
呈橙色，且光滑具微鵝卵石表面顆粒狀外表，皮較薄、易破且較黏肉，但仍可剝皮。果肉呈深橙色並較多籽。螺
柑非常多汁，富有香氣及獨特味道。
其他主要的雜交種果實有 tangelos(由寬皮柑類與葡萄柚或柚雜交而得)、tangors(由寬皮柑與甜橙雜交而得)、
calamondins、lyos 及 rangpurs。

08.06-鮮或乾葡萄。
0806.10-鮮
0806.20-乾
本節包括新鮮之葡萄，不論用作餐後點心或釀酒材料（包括任意裝在琵琶桶中者），及不論其為室外生長或
在溫室（暖房）栽培者。
本節亦包括葡萄乾，其主要之種類為無核小粒葡萄乾(Currants)、淡黃色的無核葡萄乾(Sultanas)、愛琴海種伊
士麥葡萄乾(Izmir)、湯姆遜種葡萄乾(Thompson)或所謂「無子」葡萄乾（實際上以上均為無種子者），及帶子之
大葡萄乾，如麝香葡萄(Muscatel)、西班牙白葡萄(Malaga)、丹尼亞種(Denia)、大馬色種(Damascus)、(Lexir)或(Gordo)
等葡萄乾。

08.07-鮮瓜（包括西瓜）及木瓜。
-瓜（包括西瓜）：
0807.11--西瓜
0807.19--其他
0807.20-木瓜
本節指 Citrullus vulgaris 或 Cucumis melo 之新鮮瓜類，包括西瓜、citron (preserving) melons、muskmelons、
洋香瓜、casaba 及 honeydew melons。本節尚包括類似瓜品種之 Carica papaya 果實，俗稱木瓜（papaws 或 papaya）
。
本節不包含 Asimina triloba 之果實，其英文稱呼 pawpaw（第 08.10 節）。

08.08-鮮蘋果、梨及榅桲。
0808.10-蘋果
0808.30-梨
0808.40-榅桲
蘋果及梨不論是否適合作餐後點心，供製造飲料（如 cider 或 perry），或供工業用（例如製造蘋果糊、果醬
或果凍、抽取果膠等）均包括在本節內。
榅桲主要用以製果醬或果凍。

08.09-鮮杏、櫻桃、桃子（包括油桃）、李子及黑刺李(sloes)。
0809.10-杏
-櫻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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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1--酸櫻桃
0809.29--其他
0809.30-桃（包括油桃）
0809.40-李子及黑刺李
歸屬本節者主要有杏，所有品種之櫻桃（whiteheart cherries、morello cherries 等），桃子（包括油桃），各種
李子（greengages、mirabelles、damsons 等）及黑刺李。

08.10-其他鮮果實。
0810.10-草莓
0810.20-紅刺莓、黑刺莓、桑椹及洛干莓
0810.30-黑醋栗、白醋栗、紅醋栗及醋栗
0810.40-越橘、鳥嘴莓及其他越橘屬果實
0810.50-奇異果
0810.60 -榴槤
0810.70-柿子
0810.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既不屬於本章前述任何諸節內，亦不屬於其他各章中之食用果實（見本章一般註解總則內除外
之部份）。
因此包括：
（1）草莓。
（2）紅刺莓、黑刺莓、桑椹及洛干莓。
（3）黑醋栗、白醋栗、紅醋栗及醋栗。
（4）越橘、鳥嘴莓、藍莓、桃金孃漿果(myrtle berries)及其他越橘屬(genus Vaccinium )果實。
（5）奇異果（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 或 Actinidia deliciosa）。
（6）榴槤。
（7）柿子。
（8）波森莓（Boysenberries）、山梨果（rowan berries）、接骨木（elderberries）、人心果（sapodilla） (naseberries)、
安石榴（pomegranates）、刺梨（仙人掌果，cactus figs. prickly pears）、薔薇果（rose hips）、棗（jujubes）、
山楂、龍眼、荔枝、刺番荔枝（soursops）、蕃荔枝（釋迦）及巴波番荔枝（Asimina triloba）之果實（又
稱 pawpaws）。
本節不包括 juniper berries（第 09.09 節）。

08.11-冷凍之果實及堅果，未以水蒸煮或已蒸煮，不論是否添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0811.10-草莓
0811.20-紅刺莓、黑刺莓、桑椹及洛干莓、黑醋栗、白醋栗、紅醋栗及醋栗
0811.90-其他
本節適用於新鮮或冷藏時歸入本章前述各節內的冷凍果實及堅果。有關冷藏及冷凍之解釋見本章總則之註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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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實及堅果在未冷凍前以水煮過或蒸氣處理過仍保留在本節內。至於冷凍前以其他方式煮過者除外（第二十
章）。
加入糖或其他甜料之冷凍果實及堅果仍保留在本節內，糖有抑制氧化作用之功效，以防止通常發生在解凍時
之顏色變化。本節之產品還可以添加鹽。

08.12-暫時保藏之果實及堅果（例如以二氧化硫氣體、鹽水、硫磺水或其他保存用溶液漬存者）
惟不適於即時食用者。
0812.10-櫻桃
0812.90-其他
若果實及堅果不適於即時食用，（不論已否殺菁或燙浸），而於使用前予以處理（例：以二氧化硫氣體保存，
或漬存於鹽水、硫磺水或其他保存用溶液）俾能於運輸途中或存貯時間可暫時保存其品質者，仍歸入本節。
此類產品主要用於食品工業（製造果醬、蜜餞水果等），這類產品通常指草莓、櫻桃、柑橘、香椽、杏及
greengages。通常裝於桶、盤或漏空之板條箱。

08.13-第 08.01 至 08.06 節以外之乾果；本章內堅果或乾果實之混合物。
0813.10-杏
0813.20-梅
0813.30-蘋果
0813.40-其他水果
0813.50-本章內堅果或乾果實之混合物
（A）乾果實
本節包括第 08.07 至 08.10 節新鮮果實之乾果。這些乾果在製造時直接藉日光晒乾或由工業加工（例如
隧道乾燥）而成。
以此種方法加工之果實，最普通者有梅、杏、桃、蘋果及梨。乾蘋果及梨，多用於製造 cider 或 perry 及供烹
調用。除梅以外，此類果實通常切半，或切片，和去核，去果心或去子。亦可能（特別為杏和梅）為薄片或塊、
乾或蒸乾者。
本節包括羅望子樹莢(tamarind pods)。本節也包括 tamarind pulp，不添加糖或其他物質及未經其他方式加工，
帶種子或不帶種子，成串的或分離的內果皮。
（B）乾果實或堅果之混合物
本節亦適用本章所有之乾果實或堅果混合物（還包括相同節之乾果實或堅果之混合物）。因此包括乾果實之
混合物（堅果除外）、新鮮或乾堅果之混合物以及新鮮或乾堅果和乾果實之混合物。這些混合物常放在盒子內或
纖維織籃內。
本節之某些乾果實或乾果實混合物可能加以包裝（例如裝於小包袋中），俾供調製藥草湯或藥草茶之用，仍
歸入本節。
惟，此種產品，如果由本節之一種或一種以上乾果實與其他章之植物或植物的部分，或與其他物質（例如一
種或一種以上植物萃取物）混合組成者，不列入本節（通常歸列第 21.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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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4-柑橘或瓜（包括西爪）之外皮，鮮、冷凍、乾或暫時漬存於鹽水、硫磺水或其他浸漬溶
液者均在內。
柑橘果實之外皮作為食用者有橙（包括 bitter 或 Seville orange）、檸檬及香櫞。此類果皮，主要用作糖
漬果皮或用以提取精油。
本節不包括果皮粉（第 11.06 節）及已經糖漬之果皮（第 20.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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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辛料
章註：
1.─第 09.04 至 09.10 節所列產品之混合物，應按下列原則分類：
（a）同一節之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之混合物仍應歸入該節；
（b）不同節之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之混合物應歸入第 09.10 節。
如添加其他物質到第 09.04 至 09.10 節之產品（或前述(a)或(b)項之混合物），只要所得之混合物仍保有
這些節產品之基本特性，應不影響其分類。否則此類混合物應不歸入本章；構成混合調味料者，應歸入第 21.03
節。
2.─本章不包括乾爪哇椒(Cubeb pepper)或第 12.11 節之其他產品。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咖啡、茶及馬黛茶。
（2）香料，即富於精油及芳香成分之植物產品（包括種子等）及因其特有之風味，主要作佐料用者。
此類產品可能是整粒、壓碎或粉末等形態。
至於第 09.04 至 09.10 節產品之混合物，其分類參見本章註 1。依據該註規定，第 09.04 至 09.10 節之產品（或
該註（a）或（b）兩項所述之混合物），如另加入其他材料因而產生之混合物，仍保有屬於各該節產品之基本性
質者，其分類不受影響。
上項規定特別適用於香料或混合香料之另加下列材料者：
（a）稀釋劑（散布基），其加入為便利香料之計量及調製食物時之分佈（穀粉、研磨之乾麵包、葡萄糖等）。
（b）食用色素（例如葉黃素）。
（c）添加於食品中，增強或提高香料的風味者（有相乘作用），例如麩胺酸鈉。
（d）鹽或化學抗氧化物，通常僅加以少量以便能保存此類產品及延長其調味能力。
香料（包括混合香料）之本身具有香料或調味品之特性，經加入歸屬他章之物品，如所加之量並不影響此項
混合物作為香料應有之特性者仍歸入本章。
本章亦包括混合產品，由列入不同章（例如第 7、9、11、12 章）之植物、植物的部分、種子或果實（整粒、
切片、壓碎、碎粒或粉狀）所組成，係直接作飲料調味用或供抽取萃取物以製作飲料
（i）如其保有屬於第 09.04 至 09.10 節範圍內任何一節產品之特性者（視情況歸列第 09.04 至 09.10 節）；
（ii）如其保有屬於第 09.04 至 09.10 節範圍內兩種或以上不同節混合產品之特性者，（第 09.10 節）。
該組成物如不具有上述(i)或(ii)之混合物之特性者，不包括在本章內（第 21 .06 節）。
此外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七章之蔬菜（例：洋芫荽、茴芹、狹葉青蒿、cress、香薄荷、芫妥及蒔蘿）。
（b）芥子（第 12.07 節）；芥末粉，不論已否調製者均在內（第 21.03 節）。
（c）霍布花（第 12.10 節）。
（d）若干果實，種子及部份植物，雖可作為香料，但大都作為香水或藥用（第 12.11 節）（例如：肉桂莢、
迷迭香、牛時草、羅勒、琉璃苣、各種薄荷香料、芸香、山艾）。
（e）混合調味料（第 21.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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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1-咖啡，不論是否焙製或去咖啡鹼者；咖啡荳殼與荳皮；含任何咖啡成分之咖啡代替品。
-未焙製咖啡：
0901.11--未抽除咖啡鹼者
0901.12--已抽除咖啡鹼者
-已焙製咖啡：
0901.21--未抽除咖啡鹼者
0901.22--已抽除咖啡鹼者
0901.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各種生咖啡荳，即包括從咖啡樹採集之漿果；呈淡黃色外衣的咖啡荳或子；或已去荳皮之咖啡荳或子。
（2）抽出咖啡鹼之咖啡，即將生鮮咖啡荳浸於各種溶劑中以抽取咖啡鹼者。
（3）焙製之咖啡（不論有否含咖啡鹼），不論已否研磨者。
（4）咖啡荳殼及荳皮。
（5）含咖啡成分不論多少之咖啡代替品。
下列各項不納入本節：
（a）咖啡蠟（第 15.21 節）。
（b）咖啡的萃取物、精或濃縮物（如即溶咖啡）及以咖啡的萃取物、精或濃縮物為基之調製品；不含咖啡之焙
製咖啡代用品（第 21.01 節）。
（c）咖啡鹼，即咖啡內所含之植物鹼（第 29.39 節）。

09.02-茶葉，不論是否添加香料。
0902.10-綠茶（未發酵），每包不超過３公斤
0902.20-其他綠茶（未發酵）
0902.30-紅茶（已發酵）及部份發酵茶，每包不超過３公斤
0902.40-其他紅茶（已發酵）和其他部份發酵茶
本節包括山茶屬(Thea)之植物所製造之各種茶葉。綠茶之調製主要係將新鮮茶葉殺菁、揉捻、烘乾的調製過
程。紅茶則在焙炒和烘乾之前先將茶葉揉捻並使之發酵。
本節也包括半發酵茶（如烏龍茶）。
本節包括茶花，茶芽和茶渣，以及粉末茶（葉、花或芽）凝聚成球狀或錠狀者，以及經壓縮呈現不同形狀、
大小之茶產品。
茶，在蒸熱過程中（例如發酵中）加味、或另外添加精油（例如檸檬精油或香檸檬精油）、合成香料（或成
結晶狀或成粉末狀）或其他各種芳香植物或水果之部分（例如茉莉花、乾橘皮或丁香）者，亦列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不含茶鹼之茶，但茶鹼或咖啡鹼除外（第 29.39 節）。
本節亦不包括非來自山茶屬之植物所產，但有時被稱為『茶』之若干植物產品，舉例如下：
（a）馬黛茶（巴拉圭茶）（第 09.03 節）。
（b）供製造藥草浸泡劑或藥草「茶」之產品。此等產品係歸列於第 08.13,09.09,12.11 或 21.06 等節。
（c）人參「茶」（由人參萃取物加入乳糖或葡萄糖之混合物）（第 21.06 節）。
（d）藥用茶 (瀉藥、通便劑等)，形成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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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3-馬黛茶。
馬黛茶是一種生長在南美之冬青科(holly family)灌木之乾葉，有時又稱為「巴拉圭茶」或「耶穌茶」。馬黛
茶係用以泡製含少量咖啡鹼之飲料用。

09.04-胡椒屬之胡椒；乾、壓碎或研磨之番椒屬或丁子屬果實。
-胡椒：
0904.1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4.12--壓碎或研磨者
-蕃椒屬或丁子屬之果實：
0904.21--乾燥，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4.22--壓碎或研磨者
（1）胡椒屬之胡椒
此名詞包括所有胡椒屬(PIPER)植物之種子或果實，但不包括乾爪哇椒(Pipercubeba)（第 12.11 節）。
主要商業用之胡椒品種為 piper nigrum，有黑胡椒及白胡椒兩種。黑胡椒乾果係採摘未成熟的果實，經
日曬或煙燻（有時用沸水處理後再曬或燻）。白胡椒則係採摘幾近於成熟之果實經浸洗或輕度醱酵，
去其果肉及種子之覆被物後而得。白胡椒亦常由黑胡椒乾果磨去其外皮而得。白胡椒實際上為黃灰
色，不及黑胡椒辛辣。
長椒(Piper longum)為另一品種之胡椒。
本節亦包括 pepper dust 及 sweepings.
某些產品被誤稱為胡椒，實際上是 pimentos，例如印度、土耳其、開恩（Cayenne，法屬幾亞那）及亞
買加 peppers.
（2）乾、壓碎或研磨之番椒屬或丁子屬之果實(fruits of the genus Capsicum or of the genus Pimenta)
Capsicum 屬果實，通常屬於 Capsicum frutescens 或 Capsicumannuum 並包括兩個主要的種類，chillies
和 paprikas，其品種甚多（Cayennepepper、Sierra Leone and Zanzibar pepper、Spanish and Hungarian paprika
等）。
Pimenta 屬的果實包括亞買加 pepper（亦名 clove pepper、English pepperand allspice）。
此類果實有共同特性，即苦澀、強烈、火辣及持久的風味；然番椒屬(Capsicum) 尚有其他品種，
不具辛辣味（如：Capsicum annuum var. grossum)。
Capsicum 和 Pimenta 屬之未壓碎或未研磨的新鮮果實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07.09 節）。

09.05-香草。
0905.10-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5.20-壓碎或研磨者
屬於蘭科攀緣植物的果實（或荳子）
，其色淡黑且極芳香。有長型和短型二種，另有一種低級的品種名 Vanillon
（從品種 Vanilla pompona 中取得），為質柔，具黏性，常開裂。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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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香草含油樹脂（有時被誤認為香草樹脂狀物質或香草萃取物）（第 13.02 節）。
（b）香草糖（第 17.01 或 17.02 節）。
（c）香草醛（香草的芳香素）（第 29.12 節）。

09.06-肉桂及肉桂花(+)。
-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6.11--錫蘭肉桂
0906.19--其他
0906.20-壓碎或研磨者
肉桂係月桂樹科中若干樹枝的內皮。斯里蘭卡（錫蘭）
、塞席爾群島及馬達加斯加肉桂（Cinnamomum zeylanicum
Blume）是質優的肉桂，進口貨通常為淡色之樹皮條捲一起並包紮成綑。中國種（ Cinnamomum cassia (Nees) ex

Blume）、印尼種（Cinnamomum burmanii (C.G.Nees)）和越南種（Cinnamomum loureirii Nees）肉桂又稱桂皮或普通
肉桂，係棕色條紋的厚層樹皮，進口時通常為單層成捲。其他品種肉桂包括 Cinnamomum obtusifolium, Cinnamomum

tamala and Cinnamomum sintek。
本節亦包括肉桂廢物，通常稱為「碎片」，主要用作配製肉桂香精。
肉桂花是將肉桂樹之花乾燥篩過，成棍棒形，長度通常不超過１公分，經磨碎後與肉桂相混合。
本節亦包括肉桂果實。

。
。。

目註解：
第 0906.11 目
本目肉桂範圍限於錫蘭肉桂樹或灌木嫩枝之內皮，一般稱為斯里蘭卡（錫蘭）種、塞席爾群島種及馬達加斯加種
肉桂。
通常商業上分級是捲條、羽狀、羽毛狀及碎片。

09.07-丁香（全果、花苞及果柄）。
0907.10-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7.20-壓碎或研磨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丁香樹的全果（含有丁香特有之味道及香味，惟稍遜）。
（2）丁香（丁香樹的花在成熟前採下，並在陽光下曝乾）。
（3）纖細，淡灰色且極為芳香之丁香花梗。
本節不包括丁香皮及葉（第 12.11 節）。

09.08-肉荳蔻、肉荳蔻乾皮及荳蔻。
-肉荳蔻：
0908.1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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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12--壓碎或研磨者
-肉荳蔻乾皮：
0908.2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8.22--壓碎或研磨者
-荳蔻：
0908.3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8.32--壓碎或研磨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肉荳蔻，圓形或長形，不論是否去殼。
（b）肉荳蔻乾皮，為肉荳蔻外殼與核仁間的皮膜。將其切成細條狀後與肉荳蔻具有相同之性質，且更為顯著。
新鮮者呈鮮紅色，隨時間而變黃，並變成易碎且呈半透明體與角質物相似。若干荳蔻乾皮為淡黃色甚至
白色。
（c）荳蔻：
（1）葡萄荳蔻，如此命名，乃因此品種成串密集生長在一起。有時整串輸入；然通常以單獨之堅果輸入，
其大小如葡萄子，此種堅果帶白色，圓球形有三邊稜脊突出，質輕有膜；內部分為三部分，含有芳香、
苦澀、辛辣味之種子。
（2）小型及中型荳蔻，但與葡萄荳蔻之構造和性質相似，細長且呈現更明顯的三角形。
（3）大荳蔻，呈三角形，長約 27 至 40 公釐，有棕色殼。
（4）馬拉哥他胡椒(Malaguetta pepper)或「天堂粒」(Aframomummelegueta) 大部份去殼後輸入，種子小而
細長，呈角形，表面雖粗糙，但有光澤似經塗漆者。無氣味，但與胡椒之味類似為苦澀而辛辣之味。

09.09-大茴香子、八角茴香、茴香子、胡荽子、小茴香子、葛縷子；杜松子。
-胡荽子(芫荽子)：
0909.2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9.22--壓碎或研磨者
-小茴香子：
0909.3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9.32--壓碎或研磨者
-大茴香子、八角茴香、葛縷子或茴香子；杜松子：
0909.6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09.62--壓碎或研磨者
此類果實或種子，在工業上（如釀酒廠）及醫藥上作為香料之用。此類之果實或種子，特別是大茴香子，即
使加以包裝（例如裝於小包袋中），俾供調製藥草湯或藥草茶之用，仍歸入本節。
大茴香子在此處係指綠茴香，為一卵形種子有縱條紋，灰綠色，並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氣味和芬芳的風味。badian
即八角茴香。
芫荽子，小茴香子和葛縷子是繖形花科植物的芳香種子，主要用於製造芳香甜味的烈酒。
茴香子係自烹調用草本而得，或暗灰色，有強烈令人愉快之香味，或為淡綠色而帶有一種獨特之甜香味。
杜松子係深棕色而微帶紫藍色，被覆一層樹脂質的粉木，含有淡紅色之果肉，味澀而微甜，內含三粒小而堅
硬的小種子。此醬果可用於各種酒精飲料（例如琴酒），德國式酸泡菜，和各種調製食品，並可用以抽取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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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薑、番紅花、薑黃（鬱金）、麝香草、月桂葉、咖哩和其他香辛料。
-薑：
0910.11--未壓碎或未研磨者
0910.12--壓碎或研磨者
0910.20-番紅花
0910.30-薑黃（鬱金）
-其他香辛料：
0910.91--本章章註 1（b）所提及之混合物
0910.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薑（包括新鮮薑，臨時淹漬在鹽水中，不適於立即食用的狀態）；用糖液浸漬的糖薑不列入本節內（第
20.08 節）。
（b）番紅花，含番紅花(Crocus sativus)之乾柱頭及花柱。輸入者可能為橙紅色的粉末，帶有強烈刺鼻及令人愉

（c）薑黃或鬱金(Curcuma longa)，由於它鮮明的黃顏色，有時被誤稱為「印度番紅花」。薑黃的根莖成整塊或
粉狀供應出售。
（d）麝香草（包括野生麝香草）和月桂葉，不論已否經乾燥者。
（e）咖哩粉，用不同比例的薑黃（鬱金）及其他各種香辛料所組成（如胡荽、黑胡椒、小茴、薑、丁香），
並添加不歸屬本章之其他調味物質（如大蒜粉）混合而成咖哩粉，常用作香辛料。
（f）蒔蘿子(Anethum graveolens)，和胡蘆子(Trigonellafoenum graecum)。
（g）本節亦包括第 09.04 至 09.10 節產品之混合物，如混合物之組成分子歸屬不同節者，例如胡椒（第 09.04
節）與第 09..08 節產品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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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穀

類

章註：
1.─（A）本章各節，所指之產品必須是帶有穀粒，不論其是否成穗或帶柄莖。
（B）本章不包括去殼或另行加工之穀類，惟經去殼、碾、精碾、略煮，轉製或碾碎之稻子，仍列入第 10.06
節。
2.─第 10.05 節不包括甜玉米（第七章）。

。
。。

目註：
1.─所稱「硬麥」一詞指硬粒小麥及具有相同染色體(28)硬粒麥類間互相雜交而成之麥類之總稱。

總

則

本章僅包括穀類，不論是否還附在穗或束上。在成熟前即已脫粒之種實，有完好之外殼者，歸於一般穀粒。
新鮮之穀類（第七章之甜玉米除外），不論是否適合作蔬菜用，亦屬於本章範圍。
雖經去殼、磨、碾、精碾、略煮或碾碎，但未另行加工之稻穀仍歸入第 10.06 節內。然而其他穀粒已去殼或
另行加工者則排除在本章之外，如第 11.04 節所述者（參見相關註解）。

10.01-小麥或雜麥(墨斯林)(+)。
-硬粒小麥：
1001.11--種子
1001.19--其他
-其他：
1001.91--種子
1001.99--其他
小麥可以分二大類：
（1）普通小麥，軟硬、半硬，通常具有似粉的裂縫；
（2）硬粒小麥（見本章目註說明一）。一般具有琥珀黃至褐色等顏色；通常顯示出半透明，角狀，似玻璃樣
的裂縫。
「斯卑爾脫」(Spelt)小麥，小麥之一種，生有小而褐色之顆粒，縱經打穀後尚留有外殼者，亦歸入本節。
「墨斯林」(Meslin)，係小麥與黑麥混合品，普通以二份小麥一份黑麥之比例混合。

目註解：
第 1001.11 及 1001.91 目
第 1001.11 及 1001.91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小麥與雜麥(墨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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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黑麥(裸麥)(+)。
1002.10-種子
1002.90-其他
裸麥（又稱黑麥）之顆粒較長，綠灰色或淡灰色，其穀粉為灰色。
本節不包括有「麥角」寄生之裸麥（第 12.11 節）。

目註解：
第 1002.10 目
第 1002.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黑麥(裸麥)。

10.03-大麥(+)。
1003.10-種子
1003.90-其他
大麥種實之顆粒較小麥者為肥大，主要作為家畜飼料，或供製麥芽之用，及經精碾或製成珍珠狀後，可供調
製羹湯或烹調食品之用。
帶殼大麥，此類大麥與其他大部份穀類不同，其外殼於生長過程中與其顆粒之核互相結合，不能用簡單之碾
磨或簸搧方法去除。此類大麥之顆粒為稻黃色，頂端稍尖，如進口者為帶殼之顆粒，方可歸入本節，若為去殼者，
則不歸入本節（第 11.04 節）；因外殼之去除，需經磨粉手續，有時亦可脫去部份穀層皮。
另有一種大麥，天然無外殼，如僅經打穀或簸搧而未經任何加工過程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數項：
（a）發芽之大麥（麥芽），未焙製之麥芽（見第 11.07 節註解）。
（b）焙製大麥（咖啡代用品）（第 21.01 節）。
（c）麥芽，係在焙製過程中與發芽之顆粒及其他釀酒廢料（如穀類或霍布花之渣滓─第 23.03 節）分離者。

目註解：
第 1003.10 目
第 1003.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大麥。

10.04-燕麥(+)。
1004.10-種子
1004.90-其他
主要有二種燕麥，一種是灰色（或黑色）燕麥，一種是白色（或黃色）燕麥。
本節包括帶殼穀粒或天然無外殼或殼之穀粒，僅經打穀或簸搧而未經任何加工過程者。
本節尚包括燕麥之萼頭經正常過程打穀、處理、運輸、停泊等而去除者。

目註解：
第 1004.10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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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4.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燕麥。

10.05-玉蜀黍（＋）。
1005.10-種子
1005.90-其他
玉蜀黍分成數種，每種顆粒各有其不同之顏色（金黃色、白色，有時紅棕色或帶雜色斑點）及不同之形狀（有
圓形、犬齒形、扁平形等）。
本節不包括甜玉米（第七章）。

目註解：
第 1005.10 目
第 1005.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玉米。

10.06-稻米。
1006.10-稻穀
1006.20-糙米
1006.30-半碾或全碾白米，不論是否磨光
1006.40-碎米
本節包括：
（1）稻穀，也是說稻子外表有殼緊包著。
（2）糙米，雖然殼被碾米機去掉，但仍被穀層皮包圍，這類糙米仍然含有少量稻穀。
（3）半碾米，也就是說整個稻穀其穀層皮已被部份除去。
（4）全碾白米，經過特製之錐形圓柱體除去穀層皮而得到的整粒米。
全碾白米係經磨光後再加光澤以改進其外表，磨光過程（即將簡單碾過之米粒再經潤飾使其具有光
澤）係用毛刷機或磨光圓錐體完成。所謂「光澤化」係將加工之米粒在特製之磨光桶內塗以葡萄糖及滑
石粉。
本節尚包括卡摩林諾米(Camolino rice)，係在已碾之米之外表，塗上一層薄油。
（5）碎米，如在加工過程中破碎之米。
本節尚包括下列：
（a）營養米，普通已碾之米與比例甚少（約佔１％）在外表塗有維生素或以維生素滲透之米之混合品。
（b）略煮米，米之一種，在加工前（即在碾為白米之前），先將穀粒浸入熱水或經蒸汽處理後乾燥者。在本
過程中，穀粒並經加壓或置於完全或部分真空狀態下。
略煮米之殼粒構造僅小幅度的改變。這種米碾白後，經 20～35 分鐘就可完全煮熟。
稻米之品種經加工處理後其穀粒結構已改變者，不包括在本節內。預煮米(Pre-cooked rice)指經完全煮熟或部
份煮熟然後脫水者列入第 19.04 節。食用前，部份預煮米須煮沸 5～12 分鐘，然而完全預煮米只須泡水煮沸。膨
脹米(Puffed rice) 為經過膨脹過程並即可食用之米粒亦列入第 19.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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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高梁(蜀黍)(+)。
1007.10-種子
1007.90-其他
本節僅包括稱為 grain sorghums 及其 grains 用作穀物供人類食用之 sorghum 品種。本節包括之 sorghums 如
caffrorum(kafir) 、cernuum(white durra)、durra (brown durra)及 nervosum (kaoliang)。
本節不包括 forage sorghums（用來作為飼料或草料）如 halepensis (halepense), grass sorghums（用來作放牧用之草）
如 sudanensis (sudanense)或 sweet sorghums（主要用來製造糖漿或糖蜜）如 saccharatum。這些產品當作為種植用種子則
列入第 12.09 節。否則，forage sorghums 及 grass sorghums 列入第 12.14 節，sweet sorghums 列入第 12.12 節。本節亦
不包括列入第 14.04 節之 broomcorn (Sorghum vulgare var.technicum)。

目註解：
第 1007.10 目
第 1007.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高梁(蜀黍)。

10.08-蕎麥、小米及雀粟；其他穀類(+)。
1008.10-蕎麥
-小米：
1008.21--種子
1008.29--其他
1008.30-雀粟
1008.40-西非小米屬
1008.50-藜麥
1008.60-黑小麥
1008.90-其他穀類
（A）蕎麥、小米、雀粟
本群包括：
（1）蕎麥，俗稱黑麥(black wheat)，屬蓼科(Polygonaceaefamily)植物，與禾本科(Gramineae family)植物不同，
後者包括其他大部份穀類。
（2）小米，圓形、淡黃色之顆粒，包括下列品種：Setaria spp., Pennisetum spp., Echinochloa spp., Eleusine spp.
（包括 Eleusine coracana (Coracan)），Panicum spp., Digitariasanguinalis and Eragrostis tef。
（3）雀粟，稻黃色、長形、二頭尖具光澤之顆粒。

（B）其他穀類
本群包括某種雜交穀粒，如裸麥(rye)與小麥之雜交品種如黑小麥(triticale)。

目註解：
第 1008.21 目

－ 66 －

Ch.10
第 1008.21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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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糖；麵筋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作咖啡代用品之已培製麥芽（第 09.01 或 21.01 節）；
（b）第 19.01 節之已調製粉、碎粒、細粒及澱粉；
（c）第 19.04 節之玉米片或其他產品；
（d）第 20.01、20.04 或 20.05 節之調製或保藏蔬菜；
（e）藥品（第三十章）；或
（f）含有香水、化粧或盥洗用品特性之澱粉（第三十三章）。
2.─(A)下表所列雜糧磨成之製品，如按照乾燥時之重量計算，有下列情形者，歸入本章：
（a）澱粉成分（由經修改之優爾氏偏極計測定）超過第二欄所列數量；及
（b）灰分含量（扣除任何添加之礦物質）不超過第三欄所列數量。
否則應歸入第 23.02 節。惟，整粒、滾壓、製成片或磨粉之穀類胚芽歸入第 11.04 節。
(B) 按照上述規定而歸入本章之物品，如其通過第四及第五欄所規定之金屬紡織物篩目之百分比（以重量計）
不少於表內所列有關穀類之百分比，則應歸入第 11.01 或 11.02 節。
否則應歸入第 11.03 或 11.04 節。
通 過 篩 目 之 數 量
315
穀

類
(1)

澱粉含量
(2)

灰含量
(3)

小麥及祼麥

45 %

大

麥

燕

邁

500
孔

邁

孔

(4)

(5)

2.5 %

80 %

－

45 %

3%

80 %

－

麥

45 %

5%

80 %

－

玉米、高梁

45 %

2%

－

90 %

稻

米

45 %

1.6 %

80 %

－

蕎

麥

45 %

4%

80 %

－

3.─第 11.03 節所稱，粗碾去殼之穀類及「細粒」係指粗碾穀粒而所得之下列條件之產品：
（a）玉米產品按重量百分比計算至少 95％通過篩目 2 公厘之金屬紡織物篩；
（b）其他穀類產品按重量百分比計算至少 95％通過篩目 1.25 公厘之金屬紡織物篩。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第十章之穀類及第七章之甜玉米之研磨品，但歸入第 23.02 節之研磨殘渣除外。至於歸入本章之小麥、
黑麥、大麥、燕麥、玉蜀黍（包括整株含軸或去殼）、高梁、米和蕎麥之研磨品，與歸入第 23.02 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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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渣如何區別，則以本章章註 2（A）項所規定之澱粉之灰分含量為準。
在本章中上述提及穀類之名稱，第 11.01 或 11.02 節之榖粉與第 11.03、11.04 節之產品分別以依通過
註 2（B）之網篩來區分，同時第 11.03 節所有粗碾去殼之穀類及細粒必須能通過章註 3 有關規定之篩網。
（2）第十章穀類之製品，經本章節內所述之過程製造者，如使成麥芽，抽取澱粉或使成麵筋等製造過程。
（3）其他各章原料（如乾豆類植物、馬鈴薯、果實等）之製品，按上述第（1）及第（2）項所述之過程製成者。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作咖啡代用品之焙製麥芽（第 09.01 或 21.01 節）。
（b）穀類外殼（第 12.13 節）。
（c）第 19.01 節之已調製粉、碎粒、細粒及澱粉。
（d）樹薯粉（第 19.03 節）。
（e）爆米花、玉米片及其類似品，經膨化或焙製者及經加工成粒狀之布格麥食（bulgur wheat）（第 19.04
節）。
（f）第 20.01、20.04 及 20.05 節之植物調製品及保藏品。
（g）穀類或豆類植物經篩分、輾製或加工所產生之殘渣（第 23.02 節）。
（h）藥品（第三十章）。
（ij）第三十三章之製品（見第三十三章章註 3 及章註 4）。

11.01-小麥粉或雜穀粉。
本節包括小麥或雜穀粉（即第 10.01 節之穀類磨成或壓成粉末製品）如符合本章章註 2（A）項（見註解總則）
規定之澱粉及灰分含量，並符合同註（B）項之規定通過標準篩孔者，歸入本節。
本節之粉，亦可加入微量礦質磷酸鹽、抗氧化劑、乳化劑、維生素或發粉（自發性粉），小麥粉亦可加入通
常不超過 10％之麵筋，以增強其食用價值。
本節亦包括經熱處理使澱粉預糊化之“膨化”粉。這種粉係供製造第 19.01 節之調製品，麵包烘焙改良劑
或動物飼料或用於特殊工業如紡織、造紙等工業，亦可用於冶金術（如配製鑄心固著劑 "foundry core binders"）。
粉經進一步加工或添加其他物質以用作食品加工者除外（第 19.01 節）。
本節亦不包括摻有可可（cocoa）之粉（其可可含量，以完全脫脂為基礎計算，在 40％或以上者歸入第 18.06
節，低於 40％者歸入第 19.01 節）。

11.02-其他穀粉（小麥粉及雜穀粉除外）。
1102.20-玉米粉
1102.90-其他
本節包括小麥粉及雜穀粉之外的第十章所有穀類產品磨碎之粉末。
本節包括黑麥、大麥、燕麥、玉米（包括整株含軸或已去殼者）、高梁、米或蕎麥之粉狀製品，並且如果能
符合章註 2（A）（參閱本章註解總則）之澱粉及灰分的含量，並且能符合章註 2（B）之規定能通過其要求之標
準篩孔者。
本節之粉可添加微量之礦質磷酸鹽、抗氧化劑、乳化劑、維生素或發粉（自發性粉）以提高其食用價值。
本節亦包括經熱處理使澱粉預糊化之“膨化”粉。這種粉係供製造第 19.01 節之調製品，麵包烘焙改良劑或
動物飼料或用於特殊工業如紡織、造紙等工業，亦可用於冶金術（如配製鑄心固著劑）。
粉經進一步加工或添加其他物質以用作食品加工者除外（第 19.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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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摻有可可之粉 （其可可含量，以完全脫脂為基礎計算，在 40％或以上者入第 18.06 節，低於
40％者歸入第 19.01 節）。

11.03-穀類之細粒及團粒。
-粗碾去殼之穀類及其細粒：
1103.11--小麥
1103.13--玉米
1103.19--其他穀類
1103.20-團粒
本節粗碾去殼之穀類及其細粒係取自於雜糧粒之碎片（包括玉米整株帶軸或去殼者），並可適用於章註 2（A）
之澱粉及灰分含量之要求，並且所有的情況可符合通過章註 3 規定之篩孔。
關於區分第 11.01 或 11.02 節穀粉，及本節之粗碾去殼之穀類及其細粒，以及第 11.04 節製品之不同點，可參
閱本章總則說明（第（1）條第 2 段）。
粗碾去殼之穀類係粗碾穀粒而得之小碎片或粉狀粒。
細粒係較穀粉為粗之粒狀粉，係初次碾磨後篩出者，或係再磨或再篩粗碾去殼穀類而得者。
硬粒小麥（drum wheat）細粒或粗小麥粉係製造通心粉、通心麵或類似產品之主要材料。粗小麥粉亦可直接
作為食品之用（如製造粗小麥粉布丁）。
本節亦包括細粒（例如玉米細粒）經熱處理使之預糊化，作為釀酒用添加物者。
團粒係指本章雜糧磨粉之製品經凝聚，係由直接壓縮或加入不超過 3％重量比例之黏合劑而成（見第二類類
註 1）。本節不包括取自雜糧製粉時之團粒狀殘渣（第二十三章）。

11.04-其他方式加工之雜糧穀粒（如去殼、滾壓、製成片、製成珍珠狀、切片或粗磨者）
，但第
10.06 節之稻米除外；整粒、滾壓、製成片、或磨粉之穀類胚芽。
-滾壓或製成細片之穀粒：
1104.12--燕麥
1104.19--其他穀類
-其他加工穀粒（如去殼、製成珍珠狀、切片或粗磨者）：
1104.22--燕麥
1104.23--玉米
1104.29--其他穀類
1104.30-整粒、滾壓、製成片或磨粉之穀類胚芽
本節包括所有未加工的雜糧製粉產品，但穀粉（第 11.01 和 11.02 節）粗碾去殼之穀類及其細粒、團粒 （第
11.03 節）和殘渣（第 23.02 節）除外。如欲區分本節製品之不同之要點和所述之例外，可參閱本章總則說明第 1
條。
本節包括：
（1）滾壓或製成細片之穀類（如大麥或燕麥），係將全粒之穀粒（不論是否去殼）或粗磨穀粒，或如下列
（2）（3）條所述和第 10.06 節之註解（2）至（5）條之製品壓碎或滾轉而成。在此加工過程中，穀粒
常經蒸氣處理或通過加熱之滾筒。至於早餐用之「玉米片」則係已煮而可供立即食用之調製品，因它
類似已煮之穀類，歸入第 19.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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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燕麥、蕎麥和小米，已除去外殼但果皮尚未除去者。然而本節不包括天然無外殼而僅經打穀或簸搧而
未經任何加工過程的燕麥（第 10.04 節）。
（3）穀粒，業經去殼或另行加工除去全部或部份穀層皮（外殼下之一層）者。青稞如其外殼已除去者亦歸
入本節（由於穀粒之外殼和穀粒結合緊密，不易僅用打穀法和簸搧法去除，而必須經碾磨方可去殼─
─見第 10.03 節註解）。
（4）珍珠粒（主要指大麥）：所有之果皮，幾乎已完全除去；穀粒之兩端較為圓鈍。
（5）粗磨穀粒，即將穀粒（不論已否去皮）打成碎片。其與粗碾去殼之穀類不同之處，在於碎片較粗且較
不規則。
（6）穀類胚芽，穀類初磨粉時分離而遺留下來的整粒胚芽或稍微扁平滾壓的胚芽，將其部份去脂或加熱處
理以增強其品質。視其用途可添加維他命於製成片或磨粉（粗粒或粉狀）的胚芽中以彌補加工時的損
耗。
整粒或滾壓胚芽通常用於萃取油。製成片或磨粉胚芽用於食品（餅乾或其他烘焙製品、營養食品）、動物飼
料（製造飼料補充物）或藥劑製造。
本節亦不包括：
（a）去殼、半碾或全碾的米，不論是否經磨光或預煮，及碎米（第 10.06 節）。
（b）經加工成粒狀之布格麥食（bulgur wheat）（第 19.04 節）。

11.05-馬鈴薯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及團粒。
1105.10-粉、細粒及細粉
1105.20-細片、顆粒及團粒
本節適用於乾馬鈴薯粉、細粒、細粉、細片、顆粒或團粒。本節之粉、細粉、細片及顆粒，可將新鮮馬鈴薯
蒸煮及搗碎後乾燥製成粉、細粉、顆粒或製成薄片後再切成細片。本節之團粒通常係將馬鈴薯粉、細粒、細粉或
片塊（pieces）加以凝聚製成。
本節之產品，可加入微量抗氧化劑、乳化劑或維生素以增強其食用價值。然而，添加其他物質因而具有馬鈴
薯調製品特性者，不包括在本節內。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馬鈴薯僅經乾燥脫水或蒸發過程，而未進一步加工者（第 07.12 節）。
（b）馬鈴薯澱粉（第 11.08 節）。
（c）以馬鈴薯澱粉製成樹薯粉（Tapioca）代用品（第 19.03 節）。

11.06-第 07.13 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西穀米或第 07.14 節之根莖、塊莖或第八章產品製成之粉、
細粒及細粉。
1106.10-第 07.13 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製成者
1106.20-西穀米或第 07.14 節之根莖或塊莖製成者
1106.30-第八章產品製成者
（A）第 07.13 節之各種乾豆類蔬菜粉、細粒及細粉
本節包括豌豆、菜豆或扁豆製成之粉、細粒及細粉，主要用於湯或濃汁之調配用。
本節並不包括下列各項：
（a）尚未榨油之大豆粉（第 12.0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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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刺槐豆粉（第 12.12 節）。
（c）以蔬菜粉及細粒為基料之羹湯及清湯（不論液體、固體或粉狀）（第 21.04 節）。
（B）西穀米或第 07.14 節之根莖或塊莖製成之粉、細粒及細粉
本節之粉及細粒，係僅碾磨或磨碎西穀米之莖髓，或乾燥之參茨根等製成者。若干此類產品，於製造
過程中，常須予以熱處理以除去其毒素；此種熱處理，亦可使澱粉預先膠化。
本節不包括上列植物所製成之澱粉，（但應注意，西穀米製成之澱粉，有時亦稱為「西穀米之粉」）。
屬於第 11.08 節之澱粉與本節所列之粉類，其區別之處在於因為「粉」並不像澱粉，無法以手指搓成更細之
碎屑。由西穀米之粉、細粒及細粉或第 07.14 節之根莖或塊莖的粉、細粒及細粉製成之團粒亦不包括在本節
內（第 07.14 節）。
（C）第八章產品製成之粉、細粒及細粉
即第八章之果實或堅果，主要如栗子、扁桃仁、棗子、香蕉、椰子和羅望子製成之粉、細粒或細粉。
本節亦包括果皮之粉、細粒和細粉。
然而本節並不包括包裝成小包零售的羅望子粉，供作預防疾病或治療用途者（第 30.04 節）。
本節之製品亦可添加小量之抗氧化劑或乳化劑予以強化之。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西穀莖髓（Sago pith）（第 07.14 節）。
（b）調製之食品，稱為樹薯粉（Tapioca）者（第 19.03 節）。

11.07-麥芽，已否烘製者均在內。
1107.10-未烘製者
1107.20-已烘製者
麥芽係指發芽之麥粒（最多者為大麥粒），經熱空氣烘焙（麥芽焙製爐）者。
麥芽自頭至尾微皺，外表為黃褐色，內部為白色。麥芽留有如白堊的痕跡，與未發芽之麥粒不同，可飄浮於
水面，並且很脆。麥芽具有穀物煮過之特有氣味，微帶甜味。
本節包括完整的麥芽，碾磨麥芽及麥芽粉；並包括焙製麥芽（供啤酒著色用），但不包括進一步加工之製品，
如麥芽精或麥芽精之調製食品（第 19.01 節），及焙製麥芽作為咖啡代用品者（第 21.01 節）。

11.08-澱粉；菊糖。
-澱粉：
1108.11--小麥澱粉
1108.12--玉米澱粉
1108.13--馬鈴薯澱粉
1108.14--樹薯澱粉
1108.19--其他澱粉
1108.20-菊糖
澱粉，化學上為碳水化合物，存在於多種植物產品之細胞內，其最主要之來源為穀類（如玉米、小麥和稻米），
某些青苔，某些球莖及根部（馬鈴薯、參茨根、葛根等）以及西穀米之莖髓。
澱粉為無氣味之白色粉末，由不同形狀、大小之微細顆粒組成，用手指搓磨，即可磨碎。加碘可呈鮮明的藍
色。（除了支鏈澱粉，其顏色為紅褐色）。在偏光下用顯微鏡觀察，顆粒呈向出暗十字形偏振化之特性。澱粉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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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溶於冷水，但加水加熱至高於其膠化溫度（大部澱粉約為 60℃），則顆粒破裂並形成澱粉糊。澱粉依各商業加
工產品範圍廣泛，分類於其他章節內，例如改質澱粉，焙製之可溶性澱粉、糊精、麥芽糊精及葡萄糖等。他們可
廣泛地使用於不同的工業中，特別是是食品、造紙、造紙化學轉化以及紡織工業中。
本節亦包括菊糖，化學性質與澱粉類似，除了碘之反應並不呈藍色而呈淡黃褐色。菊糖可自耶路撒冷菊芋、
大理花球根及菊苣球根中抽取。如於沸水中久煮而分解，則成為果糖（左旋糖）。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澱粉調製品（第 19.01 節）。
（b）樹薯粉及其他澱粉調製之代用品（見第 19.03 節之註解）。
（c）澱粉製成之香料或化粧用品者（第三十三章）。
（d）第 35.05 節之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
（e）以澱粉為基料之膠（第 35.05 或 35.06 節）。
（f）澱粉製成之配成上光料，或漿布材料（第 38.09 節）。
（g）利用澱粉分離法所得到之分離支鏈及直鏈澱粉（39.13 節）。

11.09-麵筋，不論是否乾燥。
小麥麵粉，用水除去其他組成分子（澱粉等）後餘者則為麵筋。其形狀分為黏性液、糊狀（濕麵筋）或成乳
白色粉末（乾麵筋）。
麵筋之基本成分為各種蛋白質，其中主要者為麥膠蛋白質及麥穀蛋白質（約佔全部蛋白質之 85％至 95％）。
此二種蛋白質賦予麵筋以特性，當與水以適當之比例混合後，即產生彈性及可塑性。
麵筋主要係用以增強麵粉中之蛋白質，以製造某種形式之麵包及餅乾或通心粉及類似之產品及營養食品。麵
筋亦可用於某些肉類調製品中作為凝固劑，並製成膠，以及某些產品如麩質硫酸鹽或麩質磷酸鹽、水解植物蛋白
質及麩胺酸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添加麵筋之小麥粉（第 11.01 節）。
（b）自麵筋中萃取之蛋白質（一般歸入第 35.04 節）。
（c）麵筋用以配製成紡織工業用之膠或上光料或漿布材料（第 35.06 或 38.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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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穀粒、種子及果實；
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飼料
章註：
1.─ 第 12.07 節主要包括棕櫚果實及子仁、棉子、蓖麻子、芝麻、芥子、紅花子、罌粟子、及榭油樹子（榭油樹
核果）。本節不包括第 08.01 或 08.02 節之產品或橄欖（第七章或第二十章）。
2.─ 第 12.08 節不但包括未脫脂之粉及細粒且涵蓋部份脫脂之粉及細粒及脫脂後再全部或部份以其原油加脂之粉
及細粒，但不包括第 23.04 至 23.06 節之殘渣。
3.─ 第 12.09 節之甜菜子、草子及其他牧草子、裝飾用花種子、菜子、林樹種子、果樹種子、大巢菜子（不包括
Vicia faba 種）或羽扁豆子，應視為供種植用。
惟下列物品即使供種植用，亦不歸入第 12.09 節：
（a）豆類蔬菜及甜玉米（第七章）；
（b）第九章之香辛料及其他產品；
（c）穀類（第十章）；或
（d）第 12.01 至 12.07 節或第 12.11 節之物品。
4.─ 第 12.11 節包括下列植物或該植物之一部分：羅勒、琉璃苣、人參、牛膝草、甘草、各種薄荷香料、迷迭香、
芸香、山艾及茵陳。
惟第 12.11 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三十章之藥品製劑：
（b）屬於第三十三章之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或
（c）屬於第 38.08 節之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消毒劑或類似品。
5.─第 12.12 節所稱之「海藻及其他藻類」不包括：
（a）第 21.01 節之已死單細胞微生物；
（b）第 30.02 節之微生物培養物；或
（c）第 31.01 或 31.05 節之肥料。
。
。。

目註：
1.—第 1205.10 目所稱之「低芥子酸之油菜子」，係指其產出固定性油之芥子酸含量小於 2%（按重量計），及其
產出固態化合物之含硫配醣體含量，每公克小於 30 微摩耳之油菜子。

總

則

第 12.01 至 12.07 節包括供提煉（以壓力或溶劑）食用或工業用之油質或脂肪之各種種子或果實。不論是這
種目的或播種或其他目的用，但不包括第 08.01 或 08.02 節之產品或橄欖（第七章及第二十章）。或某些特殊種
子或果實，雖可以提煉油質，但其本來目的並不在此，如杏、桃及李之子仁、（第 12.12 節）或可可豆（第 18.01
節）。
包括在本節內之種子或果實可能是整個、破的、去皮或去殼的，其亦可以經適度之加溫，使其產品較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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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其油質酵素變成不活性化並除去部份水份）、或使去除苦味、或使抗營養因子不活性化或使其產品更容易
使用。只要這些種子或果實自然特性不改變，也不改變其一般用途為其他特殊用途，則此類處理是允許使用。
本節不包括從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提煉植物油所產之固體殘渣物 （包括脫脂之粉及細粒） （第 23.04、
23.05 或 23.06 節）。

12.01-大豆，不論是否破碎(+)。
1201.10-種子
1201.90-其他
大豆是植物油最主要的來源，本節之大豆為了要去苦味，可以用熱處理（見總則說明）。但本節不包括焙製
之大豆用來作咖啡之代用品者（第 21.01 節）。

目註解：
第 1201.10 目
第 1201.1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大豆。

12.02-花生，未烘焙或烹煮，不論是否去殼或破碎(+)。
1202.30-種子
-其他：
1202.41--帶殼
1202.42--去殼，不論是否破碎
本節包括花生，不論是否去殼或破碎，但要未烘焙或烹煮。本節所包括之花生可以用熱處理使其較好保存（見
總則註解）。但經烘焙或烹煮之花生列入第二十章。

目註解：
第 1202.30 目
第 1202.30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花生。

12.03-乾椰子肉。
乾椰子肉是椰子果肉脫乾用來榨取椰子油，但不適合人類食用者。
本節不包括椰子絲，係指乾燥切成絲狀之椰肉，適於供人類食用者（第 08.01 節）。

12.04-亞麻仁，不論是否破碎。
亞麻仁即亞麻種子，也是乾燥油的重要來源之一。

12.05-油菜子，不論是否破碎。
1205.10-低芥子酸之油菜子，不論是否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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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90-其他
本節涵蓋各種油菜之種子（數種 Brassica 屬植物之籽，特別是大油菜及小油菜），包括傳統之油菜子和低芥
子酸之油菜子。低芥子酸之油菜子，例如可樂娜子（canola seeds）或“雙零” （“double zero”）之歐洲油菜子，係
產出固定性油之芥子酸含量小於 2%（按重量計），及其產出固態化合物之含硫配醣體含量，每公克小於 30 微摩
耳之油菜子。

12.06-葵花子，不論是否破碎。
本節包括普通向日葵種子（Helianthus annuus）。

12.07-其他油料種子及含油質之果實，不論是否破碎(+)。
1207.10-棕櫚類核果與子仁
-棉子：
1207.21--種子
1207.29--其他
1207.30-蓖麻子
1207.40-芝麻
1207.50-芥子
1207.60-紅花子
1207.70-瓜子
-其他：
1207.91--罌粟子
1207.99--其他
本節包括用來提煉食用或工業用油或脂肪之種子或果實，但列入第 12.01 至第 12.06 節者除外（見註解總
則）。
本節主要包括下列各項物品：
巴巴速果實 (Babassu kernels)
石粟子 (Candlenuts)
蓖麻子 (Castor oil seeds)
棉花子 (Cotton seeds)
月見草子 (Evening primorse seeds of the species
Oenothera biennis and Oenothera lamarckiana)
大麻子 (Hemp seeds)
木棉子 (Kapok seeds)
芥子 (Mustard seeds)
歐蒂西加樹子 (Oiticica seeds)
紫蘇子 (Perilla seeds)
紅花子 (Safflower seeds)
榭油樹子 (Shea nuts)

茶子 (Tea seeds)
山毛櫸子 (Beech nuts)
短 筒 紅 樹 子 (Carapa nuts)（ 例 如 ， touloucouna
nuts）
大楓子 (Chaulmoogra seeds)
巴豆子 (Croton seeds)
葡萄子 (Grape pips)
以利普子 (Illipe seeds)
墨拉子 (Mowra seeds)
尼日花子 (Niger seeds)
棕櫚子及果實 (Palm nuts and kernels)
布薩子 (Pulza nuts) 罌粟子 (Poppy seeds)
芝麻子 (Sesamum seeds)
脂樹子 (Stillingia seeds)
油桐子 (Tung nut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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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1207.21 目
第 1207.21 目之「種子」僅指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作為種植用棉子。

12.08-油料種子或含油質果實之粉及細粒，芥子除外。
1208.10-大豆（黃豆）
1208.90-其他
本節包括未脫脂或部分脫脂之粉或細粒，係以第 12.01 至 12.07 節之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經碾磨而得，還
包括脫脂後再全部或部份以其原油復脂之粉及細粒（見本章章註 2）。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花生醬（第 20.08 節）。
（b）芥子（mustard）粉、細粒，不論是否脫脂或調製者（第 21.03 節）。
（c）脫脂粉及細粒（芥末子及細粒除外）（第 23.04 至 23.06 節）。

12.09-種植用種子、果實及孢子。
1209.10-甜菜子
-糧秣植物之種子：
1209.21--紫花苜蓿種子
1209.22--苜蓿（三葉草）種子
1209.23--羊茅屬種子
1209.24--肯塔基藍草種子
1209.25--黑麥草種子
1209.29--其他
1209.30-草本花卉植物之種子
-其他：
1209.91--蔬菜種子
1209.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供種植之種子、果實及孢子。甚至包括不含發芽能力之產品，本註解末段所提到產品，雖然有
時也用於種植，但仍被分類於其他節中，因為們通常非供種植用。
本節包括甜菜種子、禾草子、其他牧草子（紫花苜蓿、紅豆草、馬草、牛毛草、毒麥（rye grass）、梅繫屬
草、牛草）。裝飾花種子、蔬菜種子、林樹種子（包括錐形果松子）。果樹種子、野豌豆種子（與蚕豆種子不同）、
羽扇豆種子、羅望子種子、煙草種子、及產出第 12.11 節物品之植物種子（該種子本身不作香料用、藥用、殺蟲
用、殺菌用或類似用途者）。
本節之產品（特別是草種子）可加上肥料粒子分散於背面有棉絮覆蓋以塑膠網加強之紙上。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洋菇菌種（第 06.02 節）。
（b）豆類植物及甜玉米（第七章）。
（c）第八章所屬之果實。
（d）第九章所屬之香料及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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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穀類（第十章）。
（f）第 12.01 至 12.07 節之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
（g）子仁及果實，其本身主要用於香料、藥用、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者（第 12.11 節）。
（h）刺槐豆（第 12.12 節）。

12.10-新鮮或乾燥霍布花（蛇麻毬果），不論是否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啤酒花精。
1210.10-霍布花（蛇麻毬果），未經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
1210.20-霍布花（蛇麻毬果），已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啤酒花精
霍布花是一種霍布植物之鱗狀物錐形葇荑花序之花，主要用於釀造業之啤酒芳香味，也用於製藥。不論是否
乾、鮮、或研磨或製粉或呈團粒狀者（以壓力直接壓擠或加入不超過 3％重量之黏合劑而成）。
啤酒花精是一種黃色樹脂粉末，可以替代霍布花，含有霍布植物所特有的苦味及芳香味，用於釀造業或製藥
時用以替代部份霍布。乾燥後可以用機器將之與霍布分開。
本節不包括下列三項：
（a）霍布花之提煉物（第 13.02 節）。
（b）已用過之霍布花（第 23.03 節）。
（c）霍布花精油（第 33.01 節）。

12.11-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包括種子及果實）
，主要用於香料、藥用、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
新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
1211.20-人參根
1211.30-古柯葉
1211.40-罌粟草
1211.50--麻黃
1211.90-其他
本節包括供香料、藥用、殺蟲、殺菌、驅除寄生蟲或類似用途之植物。此類植物得為整株、苔蘚類、地衣類，
或其部分〔例如木、樹皮、根、莖、葉、花、花瓣、果實及種子（但第 12.01 至 12.07 節之含油質種子及果實不
包括在內）〕，或廢品，後者主要為經機器處理後之剩餘品。本節包括之物品係不論新鮮、冷藏、冷凍或乾燥、
整株、切碎、壓碎、碾磨成粉或視情形予以軋碎或去殼者。本節之物品以酒精浸漬者仍歸於此。
各種植物及樹、灌木、矮叢樹或其他植物之部分品（包括種子及果實），如直接供作上述用途或用來供製作
適合上述用途之萃取物、植物鹼或精油者均歸屬於本節，另一方面，本節不包括第 12.01 至 12.07 節用以提煉不
揮發性油之子仁及果實，縱其所提煉之油類亦係供本節所述之用途者。
更應注意者，各項植物產品已更明確的規定列入其他節者，縱可提供香料、醫藥等用途均不歸入本節，例如
柑桔皮（第 08.14 節）、香草、丁香、大茴香子、胡荽子及第九章所列之其他物品、菊苣根（第 12.12 節）、霍
布花（第 12.10 節）、天然膠、樹脂、膠脂及含油樹脂（第 13.01 節）。
活菊苣植物全株及根、及其他活植物苗、鱗莖、匍匐莖等明顯用來種植，以及裝飾用之花朵、葉等，應列
入第六章內。
應注意者，主要用途係供製作香料、藥用、或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之木材，只限於碎片、刨片、壓碎或研
磨成粉者，始歸入本節。其他形狀之木材，不歸入本節（第四十四章）。
本節之某些植物或植物之部分品（包括種子或果實），可以包裝（例如裝於小包袋中）供調製藥草湯或藥

－ 79 －

Ch.12
草茶，此種產品，由單一種類之植物或植物之部分（包括種子或果實）組成者，仍列入本節。（例如薄荷"茶"）。
然而，本節不包括由不同種類（無論有無加入其他節之植物或植物之部分在內）之植物或植物之部分（包括
種子或果實）組成或由單一或多種種類之植物或植物之部分與其他物質（例如一種或一種以上植物的萃取物）組
成者（第 21.06 節）。
亦應注意者，下列物品應依特殊情況歸入第 30.03、30.04、33.03 至 33.07 或 38.08 節。例如：
（a）本節所屬產品未經混合，但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供治療或預防疾病之用者及零售包裝供香料、殺蟲、
殺菌或類似用途者。
（b）經混合之物品供作（a）項用途者。
然而主要供作藥用而歸入本節之植物產品，雖經混合或未經混合但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未必可視為
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僅限於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用途之產品，而廣義
之「製藥」一詞，則包括醫藥製劑以及未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用途之產品（如滋補飲料、營養食品、血型分類試
藥）。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產品，如係直接供飲料調味用或供提取萃取物以製作飲料者：
（a） 由本節之不同種類植物之部分混合之產品（第 21.06 節） ；
（b）由本節之植物或植物之部分與，列入其他章（例如第七、九、十一章）之植物混合之產品（第九章或
第 21.06 節）
本節之產品包括如下：
烏頭 (Aconitum napellus)：根及葉。
羌活 (Archangelica officinalis)：根及子仁。
山根豆 (Andira araroba)：粉末。
羅勒（九層塔）(Ocimum basilicum)：花及葉。
畢爾波利 (Uva ursi)：葉。
波爾多 (Peumus boldus)：葉。
布里昂尼 (Bryonia dioica)：根。
睡菜 (Menyanthes trifoliata)：葉。
牛蒡 (Arctium lappa)：種子及乾燥根。
加剌拔兒(Physostigma venenosum)：豆。
卡倫巴 (Jateorhiza palmata)：根。
加斯加利剌 (Croton eluteria)：樹皮。
西瓦第拉（沙巴第拉）(Schoenocaulon officinale)：
子仁。
藜櫻桃莖 (Chenopodium)：子仁。
Cherry：stalks.
金雞納 (Cinchona)：樹皮。
古柯 (Erythroxylon coca)：葉。
古奇蘭納 (Guarea rusbi)：樹皮。
苦西瓜 (Citrullus colocynthis)：果實。
牛嬭菜 (Marsdenia condurango)：樹皮。
祕魯古巴 (Lonchocarpus nicou)：樹皮及根。
土耳尼羅 (Turnera diffusa)：葉。
蔓陀蘿 (Datura metel)：葉及子仁。
洋地黃 (Digitalis purpurea)：葉及子仁。
麻黃 (Mahuang)：莖及枝。
油加利 (Eucalyptus globulus)：葉。
延胡索 (Fumaria officinalis)：葉及花。
龍膽 (Gentiana lutea)：根。
金海豹 (Hydrastis canadensis)：根。
麝香子 (Hibiscus abelmoschus)：子仁。
安哥斯丟拉 (Galipea officinalis)：樹皮。
山金車 (Arnica montata)：根、莖、葉及花。

顛茄 (Atropa belladonna)：草、根、漿果、葉及花。
玻璃苣 (Borago officinalis)：莖及花。
短葉布枯 (Barosma betulina, Barosma serratifolia 及
Barosma renulata)：葉。
白菖 (Acorus calamus)：根。
Cannabis (Cannabis sativa)：草。
鼠李 (Rhamnus purshiana)：樹皮。
阿勃勒 (Cassia fistula)：豆莢及 unpurified 果漿。
Purified 阿勃勒果漿 (aqueous extract)列入第 13.02 節。
百金 (Erythraea centaurium)：草。
甘菊 (Matricaria chamomilla, Anthemis nobilis)：花。
英國月桂 (Prunus laurocerasus)：漿果。
丁香 (Caryophyllus aromaticus)：樹皮及葉。
印度草莓 (Anamirta paniculata)：子仁。
秋水仙 (Colchicum autumnale)：球莖及子仁。
西門肺草 (Symphytum officinale)：根。
毛草 (Agropyrum repens)：根。
蓽澄茄 (Cubeba officinalis Miquel 或 Piper cubeba)：
粉末。
蒲公英 (Taraxacum officinale)：根。
魚藤 (Derris elliptica 及 Deris trifoliata)：根。
接骨木 (Sambucus nigra)：花及樹皮。
黑麥角 (Ergot of rye)。
弗南古拉 (Frangula)：樹皮。
山薑 (Alpinia officinarum)：根莖。
人參 (Panax quinquefolium 及 Panax ginseng)：根。
癒瘡木 (Guaiacum officinale 及 Guaiacum sanctum)：
木。
金縷梅 (Hamamelis virginiana)：樹皮及葉。
菲沃斯 (Hyoscyamus niger)：根、子仁及葉。
牛膝草 (Hyssopus officinalis)：花及葉。
牽牛花 (Ipomoea orizabensis)：根。
瀉根 (Ipomoea purga)：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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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本威靈仙 (Veronica virginica)：根。
菩提樹 (Tilia europaea)：花及葉。
山梗菜 (Lobelia inflata)：草及花。
雄毛蕨 (Dryopteris filix-mas)：根。
蔓陀蘿花 (Mandrake)：根及地下莖。
亞爾答亞 (Althaea officinalis)：花、葉、根。
薄荷（所有品種）。
蔞蒿 (Artemisia vulgaris)：根。
酸橙 (Citrus aurantium)：葉及花。
三色紫羅蘭 (Pansy)：花。
薄荷 (Peppermint)：（見薄荷）。
車前草 (Plantago psyllium)：草及種子。
罌粟 (Papaver somniferum)：未成熟或乾燥之花
冠。
白花除蟲菊 (Chrysanthemun cinerariaefolium)：葉莖
及花。
蘇林南黃木 (Quassia amara 及 Picraena excelsa)：
木及樹皮。
秘魯拉坦尼 (Krameria triandra)：根。
玫瑰 (Rose)：花。
芸香 (Ruta graveolens)：葉子。
聖依格納修斯豆 (Strychnos ignatii)。
撒爾沙 (Smilax)：根。
司格蒙 (Convolvulus scammonia)：根。
番瀉 (Cassia acutifolia 及 Cassia angustifolia)：豆莢
及葉。
龍癸 (Solanum nigrum)。
蔓陀華 (Datura stramonium)：葉及頂芽。
艾菊 (Tanacetum vulgare)：根、葉及種子。
纈草 (Valeriana officinalis)：根。
馬鞭草 (Verbena)：葉及頂芽。
綠黎蘆 (Viburnum prunifolium)：根及表皮。
核桃 (Walnut)：葉。
車葉草 (Asperula odorata)：草。
苦艾 (Artemisia absinthium)：葉及花。
蒜藜蘆 (Veratrum album 及 Veratrum viride) 根。
野生苦汁薄荷 (Marrubium vulgare)：草及莖。
吐根樹 (Cephaelis ipecacuanha)：根。
耶僕蘭日 (Pilocarpus jaborandi 及 Pilocarpus

microphyllus)：葉。
薰衣草 (Lavandula vera)：花及草。
靈納諾 (Bursera delpechiana)：木。
甘草 (Glycyrrhiza glabra)：根。
Long pepper (Piper longum)：根及地下莖。
錦葵 (Malva silvestris 及 Malva rotundifolia)：葉及
花。
薄荷 (Marjoram)：（野生牛至菜見下面）。
美莉沙 (Melissa officinalis)：葉、花及頂芽。
樹木苔 (Evernia furfuracea)：一種地衣。
番木鄨樹 (Strychnos nux-vomica)：根。
鳶尾 (Iris germanica, Iris pollida 及 Iris florentina)：
根。
印度薄荷 (Pogostemon patchouli)：葉。
松 (Pine)：芽。
野生蔓陀蘿 (Podophyllum peltatum)：根及地下莖。
普耳沙提那 (Anemone pulstilla)：草。
除蟲菊花 (Anacyclus pyrethrum)：根。
榲桲 (Quince)：子仁。
大黃 (Rheum officinale)：根。
迷迭香 (Rosmarinus officinalis)。草、花及葉。
山艾 (Salvia officinalis)：葉及花。
檀香木 (Sandalwood)：白及黃色碎片。
薩沙富拉斯 (Sassafras officinalis)：樹皮、根及木。
攝涅瓦 (Polygala senega)：根。
赤榆 (Ulmus fulva)：樹皮。
海蔥 (Urginea maritima, Urginea scilla)：球莖。
羊角拗 (Strophanthus kombe)：子仁。
零陵香 (Dipterix odorata)：豆。
毛蕊花 (Verbascum thapsus 及 Verbascum phlomoides)
：葉及花。
水苦(Veronica officinalis)：葉。
紫蘿蘭 (Viola ordorata)：根及乾花。
野生牛至菜 (Origanum vulgare)；甜牛至菜
（Marjorana hortensis 或 Origanum majorana）除外
（第七章）。
土荊芥 (Artemisia cina)：花。
育亨賓 (Corynanthe johimbe)：樹皮。

上列各植物學名（並非已全部詳述無遺），對於植物之認定，應有助益。惟提及特殊種類之植物學名，並不
表示未提及之同一科而不同種之植物，不得歸入本節內。
本節之某些產品係屬經國際儀器鑑定的麻醉性藥物，詳列於第二十九章末端之表內。

12.12-刺槐豆、海草及其他藻類、甜菜及甘蔗，生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研磨者；
未列名果實核與子仁及其他植物產品（包括未焙製之各種菊苣根），主要供人類食用者。
-海草及其他藻類：
1212.21--適於人類食用
1212.29--其他
-其他：
1212.91--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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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92--刺槐豆
1212.93--甘蔗
1212.94--菊苣根
1212.99--其他
（A）海草及其他藻類
本節包括所有海草類及其他藻類，不論可否食用。可為生鮮、冷藏、冷凍、乾燥或研磨者。海草及其他藻類
用途廣泛（例如，製造藥品、化粧品，供人食用，作動物飼料或肥料）。
本節尚包括海草細粒及其他藻類細粒，不論是否由各種不同的海草及其他藻類混合而成。
以下各種除外：
（a）石花菜及鹿角菜膠（第 13.02 節）。
（b）已死的單細胞藻類（第 21.02 節）。
（c）第 30.02 節之微生物培養物。
（d）第 31.01 或 31.05 節之肥料。
（B）甜菜及甘蔗
本節尚包括本節所述形態之甜菜及甘蔗。但不包括已被壓擠或抽取汁液後之纖維殘渣部份。
（C）刺槐豆
刺槐豆（稻子豆）為矮子常綠植物（Ceratonia siliqua），地中海區域出產，具有褐色之豆莢，莢內含有許多
種子，主要用為過濾之材料及動物之飼料。
刺槐豆含有大量糖份，有時作為甜食品。
本節包括整粒子仁及胚乳；亦包括其果皮及胚芽，不論磨成粉與否，亦不論進口者為單獨或混合者或為胚乳
粉與胚粉混合物。
本節不包括刺槐豆胚乳粉，該粉係歸入第 13.02 節，作為膠劑或加厚劑。
（D）未列名果核與子仁及其他植物產品（包括未焙製之菊苣根如 Cichoriumintybus sativum 品種），主要供人類
食用者。
本節包括果核及果仁及其他植物產品，其主要用途直接或間接用來作人類消費用，而未列入其他節者。
因此本節包括桃（包括油桃）、杏、李之果仁（主要用作扁桃仁（almond）代用品）。縱使這些果仁可用於
提取植物油，但仍歸入本節。
本節還包括未焙製之 Cichorium intybus sativum 菊苣根，不論是鮮或乾的，整個或切過。此品種之菊
苣根經焙製用來作為咖啡之代用品者不包括在本節（第 21.01 節），其他未焙製之菊苣根分類在第 06.01
節內。
羌活莖主要係供加工製成蜜餞，亦歸入本節。此項物品，通常浸於鹽水中以便暫時保藏。
本節包括甜蘆粟如 Saccharatum 用來作為糖蜜或糖漿之原料。
本節不包括用作彫刻之果核及小粒種子（如棗核，第 14.04 節）及焙製之果仁（通常作為咖啡代用品，第 21.01
節）。

12.13-穀類之藁及外殼，未經加工，不論是否已切碎、研磨、壓製或呈團粒狀者。
本節僅包括打去穀粒後之穀類之藁及外殼未經任何加工者，或僅經切磨成粉而壓擠成團粒狀（如直接用壓力
壓擠或加入不超過 3％之黏合劑而成），而未進一步加工者。 本節不包括潔淨、漂白或染色之穀類之藁（第 14.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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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瑞典蕪菁、飼料蓁菜、飼料用根菜、飼料用乾草、紫花目蓿、三葉草、紅豆草、飼料用
甘藍、羽扁豆、野豌豆及類似芻秣飼料，不論是否為團粒狀。
1214.10-紫花苜蓿細粒及團粒
1214.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
（1）瑞典蕪菁、飼料蓁菜、飼料用蕪菁（forage turnips）、飼料用胡蘿蔔（白色或淡黃色）及其他飼料用之
根類。此等根類即使其中某些品種適合供人食用，仍歸入本節。
（2）飼料用乾草、紫花苜蓿、三葉草、紅豆草、飼料用甘藍、羽扁豆、野豌豆或類似之芻秣飼料，不論新
鮮或乾品、完整、切、砍或壓製者。此類物品，不論是否用鹽醃漬或在地窖中進行過其他防止發酵或
變質處理，仍歸入本節。
「類似芻秣飼料」一詞係指專門為飼養動物而種植之植物。但不包括用途相同之植物廢料（23.08 節）。
本節之芻秣飼料，得加入以重量計少於 3％之黏合劑（如糖蜜、澱粉物質等）而製成團粒狀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7.06 節之胡蘿蔔（紅黃色）。
（b）穀類之藁及外殼（第 12.13 節）。
（c）雖然用作動物飼料，但並非專為飼養動物而種植的植物產品，如甜菜、胡蘿蔔葉暨玉米葉等（第 23.08
節）。
（d）動物飼料（如甘甜芻秣）（第 23.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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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章註：
1.─ 第 13.02 節包括甘草萃取物、除蟲菊萃取物、霍布花萃取物、蘆薈及鴉片萃取物。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蔗糖重量超過一○％之甘草萃取物或作為糖食之甘草萃取物（第 17.04 節）；
（b）麥芽精萃取物（第 19.01 節）；
（c）咖啡精、茶精或馬黛茶精（第 21.01 節）；
（d）構成含有酒精成分飲料之植物汁液或萃取物（第二十二章）；
（e）樟腦、經化學製煉之甘草萃取物或第 29.14 及 29.38 節之其他物品；
（f）罌粟草膏，其生物鹼含量(按重量計)不少於 50%(第 29.39 節)者；
（g）屬於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或血型分類試藥（第 30.06 節）；
（h）鞣革或染色用之萃取物（第 32.01 或 32.03 節）；
（ij）精油、浸膏、淨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精油之水餾液或水溶液或以芳香物質為基料供飲料
製造用之調製品（第三十三章）；或
（k）天然橡膠、西印度樹膠、馬來樹膠、怪有力樹膠、奇克樹膠或類似天然樹膠（第 40.01 節）。

13.01-蟲漆；天然膠、樹脂、膠樹脂及含油樹脂（例如香膠）。
1301.20-阿拉伯膠
1301.90-其他
（Ⅰ）蟲漆
蟲漆乃是由某種屬於臙脂蟲類及雌雄脂蟲的介殼科昆蟲寄生在某些熱帶樹木上而產生之一種樹脂。
商業上較主要者有如下列：
（A）棒蟲漆：一般包括在小樹枝上沈積或厚或薄之蟲漆層，呈深紅色，乃顏色最深的一種蟲漆。
（B）子蟲漆：由分離枝條壓碎而得之蟲漆，通常將一部份有色物質洗出。
（C）洋乾漆：為片狀、盤狀或板狀蟲漆，由融化及過濾使其純化後得之，為玻璃狀薄片，呈琥珀色或淺
紅色。其他相同之產品有碟狀的「圓釦漆」（buttonlac）。
洋乾漆，主要用於調製凡立水（varnishes），電子工業或製造封口臘。
（D）蟲漆廢物（或深紅色蟲漆）：由配製洋乾漆後之剩餘物中獲得。
蟲漆並可經過除色或漂白，然後製成束捲狀。
本節不包括東方產之某種樹木之汁液，如中國漆、日本漆等，該種汁液暴露於空氣中後即硬化，形成
一層抵抗性薄膜（第 13.02 節）。
（Ⅱ）天然膠、樹脂、膠樹脂及含油樹脂
天然膠、樹脂、膠樹脂、含油樹脂均為植物分泌物，接觸空氣則凝固，惟其名稱每每被人混用。其主
要之區別特徵如下：
（A）純天然膠，無嗅無味微溶於水，成黏著狀物質；燃燒時不熔化且無臭味。
（B）樹脂不溶於水有輕微之氣味，係不良之導電體，並帶陰電荷，經加熱則變軟，且幾完全溶化。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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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燒時則冒煙並產生特殊氣味。
（C）膠脂，如其名稱然，是由不同混合比例的天然膠與樹脂之自然混合物，可部份溶於水；通常有一瀰
漫而強烈之氣味。
（D）含油樹脂為主要含有揮發性與樹脂性成分之滲出物。香膠是含有高量苯甲醯基或苯丙烯醯基化合物
其（benzoic or cinnamic Compounds）為特徵之含油樹脂。
其主要產品如下：
（1）阿拉伯膠（Gum Arabic）（取自亞伯拉護謨樹屬）（有時稱為尼羅天然膠，亞丁天然膠或塞內加爾
天然膠）土梅素（tragacanth）天然膠（從圖拉恒樹膠屬獲得者）；巴斯拉天然膠（Basra gum）；安
納卡汀天然膠（Anacardium gum）（由腰果樹採得者）；印度天然膠以及其他薔薇科植物科植物如
櫻桃、李、杏、桃及扁桃樹等製取之所謂「天然膠」（"indigenous" gums）。
（2）松樹的新鮮含油樹脂（液狀），（包括松節油），樅樹或其他松柏科植物（未經提煉者或已精煉者），
連同松柏科的樹脂（產於歐洲松一種松脂），係含有植物廢物而乾固於樹木之切口處者。
（3）柯巴脂（Copal）（岩樹脂）（產於印度、巴西、剛果等地），它包括化石岩樹脂（fossil copal）；
紐西蘭松樹脂（kauri gum）；達瑪脂(DAMAR)；瑪

脂（mastic）；艾迷麗芳香脂（elemi）；仙德

拉脂（sandarac）；血竭（dragon's blood）。
（4）雌黃（Gamboge）；氨樹膠（gum ammoniac）；阿魏樹脂（asafoetida）；斯甘摩尼脂（scammony）；
大戟屬植物樹脂；白松香（galbanum）；防風根（opopanax）；乳香或焚香（olibanum or incense）；
沒藥（myrrh）；阿卡羅特樹膠（acaroid）；癒瘡樹脂（guaiacum）。
（5）安息香膠（Gum benzoin）；蘇合香脂（固體或液體）；妥路香膠（tolu balsam）；秘魯香膠；加拿
大香膠，柯拜巴脂（copaiba）；麥加香膠（Meccabalsam）；塔普斯香膠（thapsia）。
（6）大麻樹脂（Cannabis resin）（粗製或純化）取自於大麻植物。（大麻樹脂是一種麻醉性藥物，參考第
二十九章後面部份）。
本節所列天然膠、膠脂、樹脂、及含油樹脂，包括粗製、清洗、純化、漂白、壓碎或粉狀者，但不包括經加
壓用水處理，加無機酸處理或加熱處理者；例如：加壓下水處理之樹膠及膠脂所具有之水溶性（第 13.02 節）以
硫酸處理使樹膠具溶解性（第 35.06 節）樹脂經熱處理使之溶於乾性油中（第 38.06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 琥珀（第 25.30 節）。
（b） 含天然香膠之醫藥製劑，和各種香膠製成之醫藥製劑。（第 30.03 或 30.04 節）。
（c） 從蟲漆提煉之著色物質的蟲漆染料（第 32.03 節）。
（d） 樹脂狀物質（萃取自本節所屬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第 33.01）。
（e） 高油（亦稱「液體松香」）（第 38.03 節）。
（f） 左旋松節油（第 38.05 節）。
（g） 松香（Rosin）、樹脂酸（resin acids）、松香醇和松香油（rosin spirit androsin oils）；樹脂酸鹽
（resinates）、松香瀝青（rosin pitch）、釀酒瀝青（brewers'pitch）及其他以松香為基料之類似化
合物（第三十八章）。

13.02-植物汁液及萃取物；果膠質，果膠脂及果膠酸鹽類；洋菜（石菜花）膠及其他不論是否
改質之植物黏膠及增稠劑。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1302.11--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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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12--甘草
1302.13--霍布花（蛇麻花）
1302.14--麻黃
1302.19--其他
1302.20-果膠質、果膠脂、果膠酸鹽類
-由植物提煉之黏膠與增稠劑，不論是否改質：
1302.31--洋菜（石花菜）膠
1302.32--植物黏膠及增稠劑，由刺槐豆，刺槐豆種子或枯亞籽子所提煉者，不論是否改質
1302.39--其他
（A）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植物汁液及萃取物（由植物自然分泌者，經割切而溢出者，或用溶劑萃取者），如未更明確地列入其
他節者則列入本節（參閱本註解(A)款後段所列）。
此等汁液與萃取物與第 33.01 節之精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之不同處在於除揮發性芳香成分外含有
更高比例之其他植物性物質（例如葉綠素、單寧、苦味素、碳水化合物及其他萃取物）。
歸屬此處之汁液及萃取物包括下列各項：
（1）鴉片，為罌粟未成熟蒴果之乾燥汁液，係從罌粟莖或種子蒴莢切口流出或榨取而得。通常呈球狀或餅
狀，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然而，罌粟草膏，其生物鹼含量(按重量計)不少於 50%者，不歸入本節（參
閱本章章註 1（f））。
（2）甘草精，由豆科植物「甘草」之乾燥根部在加壓下以熱水萃取再加以濃縮而得。或呈液狀，或呈磚狀、
塊狀、棒狀、片狀或粉狀。（以重量計如其所含蔗糖成分超過 10％或製成糖食者（不論其含糖量多少）
除外，參閱第 17.04 節）。
（3）霍布花汁。
（4）除蟲菊汁，主要用正己烷或石油醚有機溶劑去萃取各種除蟲菊花的汁液（例如： Chrysanthemum
cinerariaefolium）。
（5）各種含有魚藤酮之植物之萃取物（derris,cube,timbo,barbasco 等）。
（6）曇華屬的任何一種植物的萃取物和其酒精溶液。大麻樹脂，不論粗製或純化，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13.01
節）。
（7）人蔘萃取物，不論是否以零售方式出售，是用水或酒精萃取。
人蔘萃取物混合其他成分（例如乳糖或葡萄糖）供調製成人蔘茶或飲料之用者，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21.06 節）。
（8）蘆薈油（Aloes），由各種具名蘆薈（百合科）萃取之濃厚帶有強烈苦味之汁液。
（9）足葉草脂（Podophyllum），由蔓陀羅華（Podophyllum peltatum）之乾燥根莖以酒精萃取而得之樹脂狀
物質。
（10）美洲箭毒液（Curae），由馬錢子科植物（strychnos family）葉及樹皮萃取之汁液。
（11）括矢亞樹（Quassia）液，由南美產之一種苦木科灌木所得。
苦木之主要苦味，由苦木之枝幹中萃取，為第 29.32 節所屬之一種異環化合物。
（12）其他藥用萃取物，例如顛茄（belladonna）、黑赤楊（black alder）、卡斯卡拉（cascara sagrade）、大
蒜、龍膽（gentian）、瀉根（jalap）、金雞納（cinchona）、大黃、撒爾沙（sarsaparilla）、羅望子、
纈草（valerian）、松芽、古柯、柯羅辛（cdocynth）、歐洲羊齒（male fern）、金縷梅（witch hazel）、
茄科毒草（henbane）、裸麥麥角（ergot of rye）。
（13）甘露密（Manna），取自甘露密樹切割而得之汁液，呈固體狀帶甜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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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黏鳥膠（Bird lime），由檞寄生漿果萃取之淺綠色黏厚之膠汁。
（15）決明肉之水萃取物，但決明豆莢及決明肉除外（第 12.11 節）。
（16）奇諾膠（Gum kino），某些熱帶樹分泌之稠黏汁液，供鞣革及製藥之用。
（17）日本（或中國）漆（天然漆），取自某種產於遠東的漆木切割而得之汁液（例如 Rhus vernicifera），
用於塗覆或裝飾各種物品（如盤碟、屜櫃等）。
（18）萬壽果汁（papaw juice），已乾或未乾者，但尚未純化成木瓜酵素。（在顯微鏡下，可見凝集之乳液
結球）。木瓜酵素除外（第 35.07 節）。
（19）可拉樹汁液（Cola extract），取自於可拉樹的堅果（一種可拉樹的種子如 Cola nitida），主要用於製
造某些飲料。
（20）腰果殼（Cashew）之萃取物，然而腰果殼萃取液之聚合物不包括在內。（通常列於 39.11 節）。
（21）香草含油樹脂（有時被誤稱為「香草樹脂狀物質」或「香草萃取物」）。
植物汁液通常成黏厚狀或固體。萃取物可能為液體、糊狀、或固體狀。「酊酒」係用酒精萃取而仍溶於
酒精內者。
所謂「流體萃取物」係指萃取物，例如在酒精、甘油或礦物油中之溶液。酊酒及流體萃取物，通常為標
準化者（例如除蟲菊汁液，可添加礦物油使其標準化成商用規格，如含「除蟲菊鹼」成分為 2％或 20％或 25
％）。固體萃取物，是由溶劑蒸發而得，有時加入惰性物質可使萃取物易於製成粉狀（如顛茄萃取物加入粉
狀阿拉伯膠），或達成標準之強度（例如鴉片之萃取物加入相當份量之澱粉以製成含固定成分嗎啡的產品）。
上述之添加物，並不影響此項固體萃取物之分類。
萃取物可為單一物或複合物。單一萃取物係由一種植物中提取，複合物則由數種單一萃取物混合而得或
將數種不同之植物混合處理而得。因此複合物（不論其為酒精酊或其他形式），含有數種植物之成分。包括
瀉根之混合萃取物、蘆薈之混合萃取物、金雞納之混合萃取物等。
本節所列之植物汁液及萃取物，通常為多種工業製品之原料。但加入其他物質因而具有食品或醫藥製劑
等之特性者，則不列入本節。
本節中之某些產品係屬經國際儀器鑑定的麻醉性藥物，詳列於第二十九章末端之表內。
不列入本節之調製品舉例如下：
（i）含有植物萃取物之加香料糖漿（第 21.06 節）。
（ii）用以製造飲料之調製品。此等調製品係以本節之植物萃取物與乳酸、酒石酸、檸檬酸、磷酸、防腐劑、
發泡劑、果汁等混合而得，有時亦加入精油。上述調製品一般歸入第 21.06 或 33.02 節。
（iii）醫藥製劑（若干亦稱「酊酒」），係植物萃取物加入其他物質之混合物（例如：製劑之含有蕃椒之混
合萃取物，松節油酒精液，樟腦及甲基水楊酸等者；或含有鴉片酊、茴香油、樟腦及安息酸等之混合
物者。）（第 30.03 或 30.04 節）。
（iv）製造殺蟲劑之中間產物，包括除蟲菊萃取物添加石油稀釋後使成含除蟲菊鹼含量少於 2％，或經加入
其他物質如增強劑者（如胡椒基丁醚）。（第 38.08 節）。
本節亦不包括植物性萃取物經混合或複合後（不加入其他物質）作為治療或預防疾病用者。此種混合物，
及由數種植物萃取物混合而成之類似藥用混合萃取物，歸入第 30.03 節或 30.04 節。單一之植物萃取物（不
論已否標準化或溶於任何溶劑者），經製成劑量用於治療或預防者，或為同樣目的而包裝成零售用者歸入第
3004 節。

本節不包括精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第 33.01 節）。精油（亦可藉溶劑萃取取得）與歸列本
節內之萃取物的不同在於它實質上係由揮發性芳香物質組成。樹脂狀物質與本節之萃取物不同處在於它係利
用有機溶劑或超臨界流體（例如，壓力下之二氧化碳氣體）萃取乾燥之天然無細胞質植物或動物樹脂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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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萃取含油樹脂與本節萃取物之不同為（1）它係利用有機溶劑或超臨界流體萃取從天然細胞質原植物
材料取得（幾乎皆為香辛料或芳香植物），（2）它含有界定香辛料（spice）或芳香植物特有氣味或風味之
揮發性芳香素以及非揮發性香味素。」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業經更明確地歸屬於其他章節之植物產品：
（a）天然膠、樹脂、膠樹脂與含油樹脂（第 13.01 節）。
（b）麥芽精（第 19.01 節）。
（c）咖啡精、茶精或馬黛茶精（第 21.01 節）。
（d）含植物汁液和萃取物之酒精飲料。（第二十二章）。
（e）菸葉成分抽出物（第 24.03 節）。
（f）樟腦（第 29.14 節）和甘草甜素及甘草酸鹽。（第 29.38 節）。
（g）作血液分類試藥之萃取物（第 30.06 節）。
（h）丹寧萃取物（Tanning extracts）（第 32.01 節）。
（ij）染料萃取物（第 32.03 節）。
（k）天然橡膠、橡皮膠、馬來樹膠、美洲怪有力樹膠（guayule）、中南美樹膠（chicle）和其他類似之天然
膠（第 40.01 節）。
（B）果膠質、果膠酯、果膠酸鹽類
膠質（商業上一般稱為果膠素 Pectins）為一種多醣類，其主要成分為多元水解乳糖醛酸（Polygalacturonic
acids

quinces）、柑橘、

甜菜等之渣中萃取而得。果膠素主要係於調製果醬或其他加工品時作為凝固劑之用。果膠素得為液狀或粉
狀不論有否加入糖類（葡萄糖、蔗糖等）使其標準化，或加入其他物質，俾於使用時可保持一致之效果，
均歸屬於本節。有時亦可含有檸檬酸鈉或其他緩和鹽類。
果膠酯為果膠酸鹽類(部份甲氧基之多元水解乳醣醛酸 Partially Methoxylated Polygalacturonic Acids)果
膠酸鹽類（Pectates）為果膠酸之鹽類（脫甲氧基果膠酸鹽）；以上二者其主要性質及用途與果膠素（Pectins）
相同。
（C）石花菜及其他由植物提煉之黏膠與增稠劑，不論是否改質。
由植物提煉之黏膠與增稠劑，於冷水中則膨脹並可溶解於熱水中，冷卻後則形成均勻無味之膠體。主
要作為 gelatin 之代用品於食品加工，紡織及製紙敷料，並能使某種液體澄清，更可為細菌培養劑，製藥以
及化粧品工業。他們也可用化學方法來改質（例如酯化、醚化，用硼砂、酸或鹼處理）。
這些產品不論已否添加糖類（葡萄糖、蔗糖等）或其他物品來標準化（目的在於保證使用時的穩定性），
仍歸屬於本節內。
主要有以下數項：
（1）石花菜，由某些生長於印度洋及太平洋之海藻內提取而成。通常呈乾纖維狀、片狀、粉狀或經酸處理
成膠體狀。商業上亦稱 "gelose" 或日本植物膠（或苔）及 Alga spinosa（有刺的海藻）。
（2）刺槐豆子葉粉（Ceratonia siliqua）或瓜爾（guar）子葉粉（Cyamopsis psoralioides 或 Cyamopsis
tetragonoloba）。此類豆粉不論已否經化學處理以穩定其黏性（黏度、溶解度等），亦歸屬本節。
（3）鹿角菜膠：從鹿角菜（亦稱愛爾蘭苔或珍珠苔）提取，通常成纖維線狀、片狀或粉狀。本節亦包括從
鹿角菜膠由化學變質而產生之膠質（如鹿角鈉）。
（4）增稠劑，係膠質或樹脂膠以水加壓或以其他方法處理而得者可溶於水。
（5）瓦松屬子葉答滿林果子粉（Tamarindus indica）。此類子葉粉不論已否經熱處理或化學處理均包括於
本節中。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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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或乾的海藻類（第 12.12 節）。
（b）藻酸及藻酸鹽（第 39.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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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
章註：
1.─ 本章並不包括歸入第十一類之下列物品：主要供製造紡織品之植物性材料或植物纖維，不論已如何處理，或
已經加工處理，然僅適於作紡織材料之其他植物材料。
2.─ 第 14.01 節適用於竹類（不論是否劈開、縱鋸、切段、端磨圓、漂白、塗布、非燃性、拋光或染色），劈開
之柳條，蘆草及類似物，籐心及已抽或劈開之藤條，但不包括小木片（第 44.04 節）。
3. ─第 14.04 節不包括木絲（第 44.05 節）及供製掃帚及刷子用之結或束（第 96.03 節）。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主要用於製造編條、刷子、掃帚或填充料或填塞物之原始或粗製植物性材料。
（2）供雕刻，製鈕扣及其他小裝飾品之子仁、小粒種子、殼、堅果等。
（3）未列入其他章節之植物產品。
本章不包括不論如何製成，主要係製造紡織品之植物材料或其他經處理後適於製造紡織材料之植物性材料者
（第十一類）。

14.01-主要作為編結用植物性材料（例如，竹、籐、蘆葦、燈心草、柳條、棕櫚，已淨、漂白
或染色之穀類稈及菩提樹皮）。
1401.10-竹
1401.20-籐
1401.90-其他
本節包括未經加工的植物材料，主要作為製造編製產品如草蓆、麻袋、盤子及各種籃筐（包括盛裝水果、蔬
菜、蠔等之籃）蓋籃、手提箱，以及傢俱（例如桌椅）、帽子等之用者。此類原枓亦可用於製造刷子、傘柄、手
杖、釣魚桿、煙桿、粗繩等，以及製造紙漿或用作草繩。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竹，熱帶生長之一種禾木科植物，主要產於中國、日本及印度。竹有輕而光滑而中空之桿莖，其中每
節有溝痕。竹（不論是否劈開、縱鋸、切段、端磨圓、漂白、加工成防火性、拋光或染色）都包括在
本節內。
（2）籐，係生長於亞洲南部，屬於籐屬（Calamus）之攀緣棕櫚（Climbing palms）之莖桿，圓形，堅韌而富
有彈性，直徑在 0.3 公分至 6 公分之間，顏色自黃色至褐色不等，表面或為灰暗（黯無光澤）或有光澤，
本節包括籐心或籐皮以及長扁條，後者係以此類籐心或籐皮或整根籐經縱切而得者。
（3）蘆葦及燈心草，係生長於歐洲及熱帶低窪地區許多草本植物之統稱。蘆葦通常有較強韌之桿莖直而中
空，有規則之節間，以示生葉之處。較普通者有水藺草（Scirpus acustris）；一般野生蘆葦（Arundo donax
及 Phragmites Communis）；Cyperus 屬之各品種（如「三角藺」（Cyperus tegetiformis），中國草蓆及
Juncus 屬（如「燈心草」Juncus effusus 日本草蓆）。
（4）柳條（白、黃、綠或紅色）長而柔軟之嫩條或某種野柳樹（Salix）之樹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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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拉菲亞（Raffia）棕櫚係商業名稱，為由拉菲亞科棕櫚樹屬的葉子取得之纖維扁條，其中以 Raphia ruffia
為最重要，主要生長於馬達加斯加。拉菲亞用於編織，並於園藝上用作連結之材料。未紡績之拉菲亞
纖維不包括在內（第 46.01 節）。本節包括用途相同及製帽用之其他葉及草（例如：巴拿馬及拉丁尼亞
草）。
（6）穀類之藁，不論帶穗與否，經潔淨、漂白或染色者。（參見以下）
（7）數種抉菩提樹（Tilia 種）之內樹皮（韌皮部）。此種樹皮之纖維頗強韌用於製繩、包裝布、粗蓆類，
也可梱綁作物。本節亦包括用途相同之非洲產之木棉樹皮及若干柳樹及白楊樹之樹皮。
除未經加工之穀類之藁，不歸入本節外（第 12.13），本節範圍內之編結用植物性材料包括不論已否經過清洗，
原始狀態或切條、剝皮、打光、漂白、準備染色或已經染色、油漆，或經加工成防燃性等。本節之貨品亦可截切
成段，不論已否兩端磨圓（如作為飲料用之禾桿吸管，釣魚桿之枝條，染色用之竹等）或分類成綑、成束的，並
予以輕捻以便於包裝、貯存、運輸等。本節所列之材料如搓捻成條以代替編條者，則歸入第 46.01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二項：
（a）木片（第 44.04 節）
（b）上述各種植物材料經滾碾、壓碎、梳理或其他方法作紡製之用者（第 53.03 或 53.05 節）。

[14.02]

[14.03]

14.04-未列名植物產品。
1404.20-棉籽絨
1404.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未列入其他節之植物性產品。
它包括：
（A）棉籽絨（Cotton linters）
某種棉花樹的種子，經過軋棉機，將棉花纖維分離，但表層仍覆蓋一層纖細而短的纖維 （通常短於
5mm），這種纖維就是棉籽絨。
此短絨因太短而不能紡紗，含有非常高的纖維素是製造濾煙粉和製造人造纖維（如嫘縈）及纖維素塑
膠的理想原料。有時用於製造某種濾紙，過濾器和作為橡膠工業的填充料。
棉籽絨分類於本節內，不論它們將作任何用途，和不論是否為原棉，已淨、漂白、染色或使成吸收性
的，可能經脹大或加壓加強呈片狀或板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填塞料，已塗浸藥物或製成零售包裝供醫療或外科、齒科或獸醫用者（第 30.05 節）。
（b）其他填塞料（第 56.01 節）。
（B）植物性原料，主要用於染色或鞣製之用
此類產品主要用於染色或韖製，或直接使用或作為配製染色或鞣革萃取物之用。此產品或未經處理、
潔淨、乾燥、磨細或製粉（不論是否經壓榨過）。
其主要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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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木材：鹽膚木（Sumach）、佛提樹（fustic）（包括俗稱「小佛提樹」）蘇方木（logwood）、破斧樹
（quebracho）、巴西蘇木（Brazil wood）（包括 Pernambuco 木或蘇木）、栗樹、紫檀木。
應注意的是歸入本節之木材僅限於碎片、刨片或研磨成粉者，而其主要用途係供染色、或鞣製之用。
其他形狀之木材，不歸入本節（第四十四章）。
（2）樹皮：各種橡樹（包括黑橡樹（槲）和軟木的內皮）、栗樹、白樺樹、鹽膚木、「小佛提樹」、護膜
樹（Wattle）、含羞草、紅樹（mangrove）、松科長青樹（hemlock）和柳樹。
（3）根類及其類似物：茜草（madder）, canaigre,Berberis Vulgaris 和朱草（alkanet）。
（4）果實、漿果和種子：Algarobilla pods, vallonia, myrobalans,dividivi（libidibi）, buckthorn berries（也
被認為 Persian 漿果；Turkish 種子，黃漿果等），annatto 種子和果肉，胡核殼和扁桃仁莢（Almond
Hull）。
（5）樹癭堅果（Gall nuts）：阿勒坡樹癭（Aleppo galls）、中國樹癭、匈牙利樹癭（Hungarian galls）、松
樹癭（Pine galls）等。
樹癭堅果是因 Cynips 屬的昆蟲刺穿橡樹及其他樹木的葉子或樹枝而長出的瘤，含有韖酸和沒食子酸和
用於染色和寫字用墨水之製造。
（6）莖、柄、葉和花：大青菘藍（Woad）、鹽膚木，「小佛提樹」冬青、桃金孃、向日葵、指甲花、木犀
草（reseda），產靛之豌豆科植物的莖、根和葉部。乳香樹的葉、紅花變種紅花的花），和染料的植物。
（Gensita tinctoria，臘狀大青菸藍）。
番紅花的花莖柱頭與花柱不包括在內（第 09.10 節）。
（7）地衣：染料用的地衣，取自於可產生桔梗色料的苔，地衣紫（ cudbear）和石蕊色素（litmus）。
（Rocella tinctoria 和 fuciformis, Lichen tartareus 和 Lichen parellus, pustulous lichen 或 Umbilicaria
pustulata）。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植物性鞣革用萃取物，單寧（鞣酸）包括五倍子水溶性單寧在內。（第 32.01 節）。
（b）染木及其他植物性染料之萃取物（第 32.03 節）。
（C）雕刻用的堅硬果子、小粒種子、果托和堅果
這些產品用於製鈕扣、珠串、念珠及其他小手工藝品。
此類產品計有下列各項：
（1）象牙果（Corozo），係數種棕櫚樹之種子（堅果），盛產於南美洲，其結構、硬度及色澤類似象牙，
故一般稱為「植物象牙」。
（2）非洲圖姆棕櫚（Doum）的種子（堅果），主要產於非洲的東部及中部（厄立特利亞（Eritera）、索馬
利蘭、蘇丹王國等地）。
（3）其他類似之棕櫚的堅果（例如帕耳邁拉島或大溪地堅果）。
（4）曇華（Canna indica）種子，相思子（亦稱雞母珠樹）的種子、棗子核，以及巴西棕櫚樹之堅果。
（5）椰子殼。
以上各類產品，不論整粒或切片者（象牙果及圖姆堅果常如此）如未另行加工者，歸入本節，如經另
行加工者除外（一般歸入第 96.02 或 96.06 節）。
（D）主要供作填充及襯墊之植物性材料（例如木棉、植物毛及大葉藻），不論是否有無支撐材料整理成層
本部分包括主要用作填充家具、座墊、床墊、枕頭、鞍具及挽具、救生圈等植物性材料。這些材料，
即使另有附屬用途者亦歸入本節內。
本節不包括已歸入其他節用作填充料或主要作其他用途之植物性材料。例如木絲（第 44.05 節），軟木絲（第
45.01 節），椰皮纖維（第 53.05 節）及植物紡織纖維廢料（第 52 或 5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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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木棉：為商業上名詞，係棉葵科（Bombacaceae）的樹，其包圍在種子周圍黃白色或淡褐色的棉質纖維。
纖維之長度自 15 至 30 公釐不等，視品種而異；富彈性，不吸水、質輕、易脆的。
（2）某些植物性軟毛（有時亦稱為植物性絲），係由某些熱帶植物（例如：馬利筋屬 Asclepias）種子之單細
胞茸毛。
（3）名為植物毛之產品，包括阿爾及利亞纖維（ Crin vegetal ），取自某些矮棕櫚樹（特別是叢櫚 Chamaerops

humilis）的葉子。
（4）大葉藻（Zostera marina），是一種海洋植物，其狀如茸毛或草。
（5）一種自然捲曲產品（foin frisé），取自 Carex 屬蘆葦之葉。
本節包括未加工或經洗淨、漂白、染色、梳理或經另行處理（但紡織者除外）的這些材料，進口時如成束狀
者仍歸入本節。
舖在織物、紙等之上或夾在織物、紙等之間並用釘裝訂或縫線固定之上述植物材料，亦歸列本節。
（E）主要供製刷及製帚用之植物性材料（例如帚用高粱、棕櫚纖維、茅草及龍舌蘭纖維），不論是否包裝成綑
或成紮者
本部分包括主要作為製刷及掃帚等之植物性材料，即使它們有其他附帶用途。但不包括已明確地歸入其他
節或非主要供製刷及掃帚用之植物材料，例如竹、蘆葦和燈心草（第 14.01 節），針茅草（alfa）、北非蘆葦
草（esparto grass），及金雀花莖，如已製供紡織用﹝歸入第 53.03 節（掃帚）或 53.05 節（針茅草及北非蘆葦
草）﹞，椰皮纖維（椰子殼纖維）（第 53.05 節）。
此類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稻、帚用高梁（Sorghum vulgare var. technicum）或某種粟的去籽圓椎花序。
（2）棕櫚纖維（Piassava），係由某些熱帶棕櫚樹葉獲得之纖維，最著名者有巴西及非洲棕櫚纖維。
（3）茅草根（Roots of couch-grass），係生長於乾燥沙土之禾本科鬚芒草屬（Andropogon）植物，此種植物亦
稱「刷草（brush-grass）」，生長於歐洲，特別是匈牙利和義大利。但勿與提煉精油之培地茅（vetiver）
根（Khus-Khus grass 或 Indian couch-grass）相混淆，也勿與有醫療效能之藥用茅草根相混淆（第 12.11 節）
。
（4）中美洲某些其他禾本科植物之根，如 Epicampes 屬植物（例如：broomroot 或 zacaton）。
（5）桄榔纖維（Gomuti fibres），取自於桄榔樹（Arenga saccharifera or pinnata）。
（6）龍舌蘭纖維（坦比哥、坦比哥纖維或墨西哥纖維），包括取自於墨西哥短葉龍舌蘭之短硬纖維。
所有此類材料，不論是否經過切割、漂白、染色或梳理（紡織用者除外），及不論是否成綑成束，仍歸入本
節。
然而本節不包括不用分拆（或僅需簡單加工）即可裝配於掃帚或刷子上之製好成結或成束之纖維。這些物品
屬第 96.03 節（參閱第 96 章章註 3）。
（F）其他植物性產品
此類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北非蘆葦草（Esparto）
，係由北非 Esparto 草（Stipa tenacissima）及生長於非洲及西班牙之 Lygeum

spartum

草獲得。主要用於製造紙漿，亦可製造繩和網，編織物如地毯、草蓆類、籃子、拖鞋等用，並可作為
椅子和床墊的填充及墊心材料。
歸入本節之北非蘆葦草 Esparto，只有莖桿及葉，不論其為未加工的、漂白或染色者，但經滾軋、壓碎
或梳理成為紡織纖維者除外（第 53.05 節）。
(2)針茅草（Alfa），若非製供紡織用者
（3）生金雀草桿，為一種豆類植物的纖維，用於紡織工業上，但不包括梳理後之纖維及粗纖維屑（第 53.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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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性海棉不包括在內（第 05.11 節）。
（4）絲瓜絡，被認為是植物海棉，由葫蘆種（絲瓜 Luffa cylindrica）之細胞組織所組成。
（5）象牙果粉，圖姆棕櫚之堅果粉或椰子殼粉，及類似品。
（6）青苔（但並非指用於染色（參考（A）（7）），醫藥用或裝飾品用者）。石花菜膠、鹿角菜膠及其他
自植物材料提煉之天然黏著劑或稠厚劑除外（第 13.02 節）。海草和其他海藻（第 12.12 節）和已死單
細胞海藻（第 21.02 節）也不包括在本節內。
（7）起毛頭草（Teazle-heads），包括加工後用於紡織品的成品，但尚未裱裝者。
（8）日本通草紙（Japanese rice paper）（俗稱）由生長在遠東的某種樹的木髓切薄片而成，可供製造人造花、
繪畫等用，通草紙的薄片分類在本節內，不論是否經滾壓、平整其表面，或截切成長方形（或方形）
者。
（9）荖葉（Betel leaves 蒟醬葉），由胡椒科蒟醬葉新鮮綠葉組成，荖葉通常在飯後咀嚼有提神及興奮的效
果。
（10）規那皮（Quillaia bark）（皂皮樹樹皮或巴拿馬棕櫚樹皮）（規那皮石鹼草）。
（11）無患子（Sapindus）的漿果或種子（無患子）。
（Sapindus mukorossi, S. trifoliatus, S. saponaria, S. marginatus, S. drummondii ）。
成層之植物材料（適合歸入本節之型式者）以紡織物、紙張等支撐者或夾於紡織物、紙張而加以裝訂或粗縫
者，亦歸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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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
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
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章註：
1.─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2.09 節之豬脂及禽脂肪；
（b）可可脂，脂及油（第 18.04 節）；
（c）含第 04.05 節物品之重量在 15％以上之調製食品（通常歸類於第二十一章）；
（d）油渣（第 23.01 節），或第 23.04 至 23.06 節之殘渣；
（e）已製成蠟、藥品、油漆、凡立水、肥皂、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磺化油類之脂肪酸或第六類之其
他貨品；或
（f）從油類獲得之硫化油膏（第 40.02 節）。
2.─ 第 15.09 節不適用於以溶劑萃取之橄欖油（第 15.10 節）。
3.─ 第 15.18 節不包括僅經變性之脂或油或其區分物，此類物品應與其相當之非變性脂及油及其區分物，作同樣
分類。
4.─ 製肥皂用油脂料、油類渣滓、油脂肪、甘油渣滓及羊毛脂等渣滓均歸入第 15.22 節。
。
。。

目註：
1. - 第 1514.11 目及 1514.19 目所稱之「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係指芥子酸的含量小於 2%（按重量計）之固定
性油。

總

則

（A）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不論是否粗製、純化或精煉或以特定方法處理（例如沸煮、硫化、氫化等）的動植物油脂。
（2）由油脂衍生的產物，尤其是裂解產物（例如粗製甘油）。
（3）複合之食用油脂（如人造奶油）。
（4）動植物蠟。
（5）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渣。
然而，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2.09 節不帶瘦肉之豬脂及禽脂，未熬或未以其他方法萃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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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乳品衍生之乳酪及其他油脂（第 04.05 節）；第 04.05 節之乳製品塗醬。
（c）可可脂，脂及油（第 18.04 節）。
（d）油渣（第 23.01 節）；油渣餅、橄欖油渣、以及其他經提煉植物油後所產之殘渣（糟粕除外），（第
23.04 至 23.06 節）。
（e）脂肪酸、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脂肪醇、甘油（粗製甘油除外）、調製蠟、藥品、油漆、凡立水、
肥皂、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磺化油脂或歸入第六類之其他貨品。
（f）油類衍生之硫化油膠（第 40.02 節）。
除鯨腦油及荷荷巴油（Jojoba Oil）外，動植物油脂為脂肪酸（例如棕櫚酸、硬脂酸及油酸）之甘油酯。
油脂可能是固體或液體，但均比水輕，長期暴露於空氣中將因水解或氧化而變質。當加熱分解會產生
辛辣而刺激的氣味。油脂皆不溶於水，但完全溶於乙醚、二硫化碳、四氯化碳、苯等。蓖麻油可溶於酒精，
但其他動植物油脂則僅略溶於酒精。所有油脂皆可在紙張上留下持久之油污。
三酸甘油酯可經由高溫蒸汽、稀酸、酵素或催化劑作用分解（皂化作用），產生甘油及脂肪酸，或在
鹼作用下，形成甘油及脂肪酸之鹼性鹽類（肥皂）。
第 15.04 及 15.06 至 15.15 節亦包括各節所述，但未更明確地說明列入其他節（例如第 15.21 節的鯨蠟）
之油脂餾分物。主要的分離方法如下：
（a）乾式分離法包含壓榨、移液、冬化及過濾。
（b）溶劑分離法；及
（c）以界面活性劑處理之分離法。
分離的方法應不使油脂之化學結構產生任何變化。
本章章註（3）所述「變性之油脂及其餾分物」是指經添加如魚油、酚、石油、松節油、甲苯、甲基水
楊酸酯（白珠樹油），迷迭香油等變性劑使成為不可食用者。這些物質通常祇添加少量（少於百分之一）
使油脂及其餾分物變得辛辣、酸敗、刺激、或苦味。必須注意的是，章註(3)並不適用於已變性之油脂或其
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第 15.18 節）。
除依本章註 1 所列不包括項目之外，動植物脂肪和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食用，或供技術或工業用，
例如製造肥皂、蠟燭、潤滑劑、凡立水或油漆）皆歸入本章。
動植物蠟主要係由高級脂肪酸（棕櫚酸、蟲蠟酸、肉荳蔻酸）及除甘油之外醇類（鯨蠟醇等）所組成
之酯化物，含有若干比例之游離脂肪酸以及醇類，及若干碳氫化合物。
此等蠟經水解後，不產生甘油，經加熱後亦不產生脂肪之刺激味，同時亦不酸敗。蠟通常比脂肪為硬。
（B）本章第 15.07 至 15.15 節包括單─（亦即不與其他類油脂混合）的固定性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
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植物油脂普遍存於自然界，亦發現於植物的某些細胞（例如種子與果實），其可經由壓榨或溶劑提煉。
納入本章諸節的植物油脂為固定性油脂，亦即非經分解便不易被蒸餾，不揮發亦不為超高溫蒸汽所帶
走（高溫蒸汽會分解及皂化該等油脂）。
除荷荷巴油外，植物油脂為甘油酯混合物，其中棕櫚酸甘油酯及硬脂酸甘油酯在室溫下為固態，呈固
體油存在。液體油則主要由室溫下液態的甘油酯所組成（例如油酸甘油酯、亞麻仁油酸甘油酯、次亞麻仁
油酸甘油酯等。）
這些節包括粗製油脂及其餾分物，以及經精煉或純化者，例如澄清、洗滌、過濾、脫色、脫酸或脫臭
處理之後。
精製油的副產品，例如油類渣滓及製肥皂用油脂料歸入第 15.22 節。油脂精煉所得之酸性油歸入第 38.23
節，是精煉粗製油過程所得的製肥皂用油脂料再經無機酸分解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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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節中所涵蓋的油脂主要是在第 12.01 至 12.07 節所述之油籽仁及含油果實取得，但亦可由歸於他節
的植物原料製得（例如橄欖油、得自第 12.12 節桃、杏、李等籽仁的油脂、得自第 08.02 節之扁桃仁、胡桃、
食用松子、開心果的油脂等，以及穀類的胚芽油）。

這些節中不包括經化學改質過的食用或非食用植物油脂混合物或調製品（歸入第 15.16、15.17 、15.18
節，除非具有列入其他節產品的特性，例如第 30.03、30.04、33.03 至 33.07、34.03 節等）。

15.01-第 02.09 或 15.03 節除外之豬脂（包括熟豬油）及禽脂。
1501.10-熟豬油
1501.20-其他豬脂
1501.90-其他
本節的脂可藉任何加工方法取得，例如，煎熬、壓榨或以溶劑萃取。最常用之加工法為濕熬（蒸汽或低溫處
理）及乾熬。乾熬加工中，一部分脂肪因高溫而煉出，另一部分脂肪被壓出並加到被煉出的脂肪。某些情形下，
殘留的脂肪可自剩餘物中利用溶劑萃取取得。
在上述考慮下，本節包括：
─熟豬油，係由豬脂肪組織製得之可食軟乳狀白色固體或半固體脂肪。視生產方法及所用脂肪組織，可產出不同
熟豬油。例如，最佳之食用豬脂一般係從豬腹部之內部脂肪以乾熬法製得。多數熟豬油均加以除臭而在某些情形
下添加抗氧化劑以防止酸敗。
添加月桂葉或其他香辛料之熟豬油，僅添加少量而不致於改變原有特性者，仍歸入本節，但含有熟豬油之食
用油脂混合物或調製品不包含在本節內（第 15.17 節）。
─其他豬脂，包括骨脂、廢品製得之脂肪及其他不適合供人食用之脂肪，例如供工業製造及動物飼料用。
─禽脂，包括骨脂及由廢品所製得的脂肪。
骨脂肪是由新鮮骨頭取得為白色或黃色脂肪，帶有油脂黏稠性及獸脂的味道；但由不新鮮骨頭所得則為柔
軟、顆粒狀、暗黃色或棕色，且有不悅臭味。通常用於製造肥皂或蠟燭及充當潤滑劑。
殘餘物所得脂肪則為牲脂肪，是由動物廢棄物或殘餘物（舌尖、肚腹、碎屑等）製得，或由皮上削下的油脂
製得。通常具有下列特性：深色、氣味不佳，含較高量之游離脂肪酸（油酸、棕櫚油酸等），膽固醇及雜質，比
本節的熟豬油或其他脂肪都有較低溶點等。主要用於工業用途。
這些脂肪可以是粗製或精製，精製可以透過中和、漂白土、超溫蒸汽加熱、過濾等方式達成。
這些脂肪用於製食品、膏藥及肥皂等。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2.09 節不帶瘦肉之豬脂及禽脂，未熬或未以其他方法萃取者。
（b）豬硬脂及豬油（第 15.03 節）。
（c）本節所述動物所得脂肪除外（第 15.02、15.04 或 15.06 節）。
（d）第 15.06 節的骨油。
（e）人造豬油（第 15.17 節）。

15.02-第 15.03 節除外之牛、羊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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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10-已熬製之牛、羊脂
1502.90-其他
本節包括牛族、綿羊、或山羊內臟及肌肉周圍脂肪，但以牛族脂肪為主。此種脂肪可為生鮮（新鮮、冷藏或
冷凍）、鹹、浸鹹、乾、燻製或熬製者（牛、羊脂）。所用之熬煉方法與第 15.01 節所述者相同。本節亦包括由
壓榨或以溶劑萃取之脂肪。
一級脂：（液體脂原料）是最高級之食用牲油，為白色或淡黃色固體。新鮮者無味，但暴露於空氣中會發生
一種特殊的惡臭。
牲油大部份由油酸、硬脂酸與棕櫚酸之甘油酯所組成。
牲油用於配製食用油或潤滑油，肥皂或蠟燭的製造，皮革塗料、動植物飼料配製等。
本節亦包括由牛族、綿羊、或山羊之骨油或廢料製得之脂肪。第 15.01 節註解裡相類似之脂肪敘述亦得適用
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硬脂、脂油與牛羊脂油（第 15.03 節）。
（b）由馬製得之脂肪（第 15.06 節）。
（c）骨脂以及由本節所述動物之外的動物殘餘物所得之脂肪（第 15.01、15.04，或 15.06 節）。
（d）自動物得來之油（如第 15.06 節的蹄足油及骨油）。
（e）某些特定植物脂肪，稱為「植物牛脂」者，例如「中國植物牛脂」（Stillingia 脂肪）和「婆羅洲油脂」
（第 15.15 節）。

15.03-豬、牛、羊硬脂及脂油，未經乳化混合或調製者。
本節包括壓榨熟豬油而得者（即豬硬脂及熟豬油）或壓榨牛羊脂所得之牲油（即脂油、牛羊油或硬脂）。加
工時將熟豬油或牛羊脂置於加熟之容器中三至四天而形成硬脂結晶。將此種粒狀物加以壓榨而分離硬脂中之油
脂。此種加工與以高溫乾燥提煉如蛋白質與結締組織等，從其他動物性材料中除去殘餘脂肪之方法不同。本節所
述產品亦可用其他分餾方法獲得。
豬硬脂係豬油脂或其他精製豬油經壓榨生成之白色固體脂肪。本節包括食用和非食用二者。食用豬硬脂有時
與豬油混合以使黏稠度更好（第 15.17 節）。非食用豬硬脂用作潤滑劑或為甘油、液脂及硬脂之來源。
豬油是由豬油豬脂肪經冷壓或由其他精煉法而得的。為黃色液體，帶有淡淡之油脂味，且頗可口，用於某些
工業（羊毛加工、肥皂製造等）或作為潤滑劑，有時亦當作食用。
牛油（食用）是一種白色或黃色之軟質固體脂肪，具有淡淡之動物油的味道和香味，係結晶體，但經滾壓或
平壓時可以變成顆粒狀。主要成分為油酸之甘油酯（三油酸甘油酯）主要用於食品製造，如人造奶油或人造豬油，
亦可充當潤滑劑。
牛羊脂油（非食用牛油脂）是種黃色液體，有牛羊脂氣味，暴露於空氣中極易變質。可供製造肥皂或與礦油
混合作為潤滑劑。
經抽出牛油或羊脂油後剩下的堅硬部份，係硬脂酸或棕櫚酸甘油酯（三硬脂和三棕櫚硬脂）為主要組成的混
合物。常稱為「牛硬脂」或「羊硬脂」者（壓榨之牛羊脂），通常成脆硬之餅狀或粒狀；白色而無臭無味。
本節不包括經乳化、混合或其他方式調製之產品（第 15.16、15.17 或 15.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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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魚類及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4.10-魚肝油及其餾分物
1504.20-魚類油脂及其餾分物（魚肝油除外）
1504.30-水產哺乳動物之油脂及其餾分物
本節包括從數種魚類（鱈魚、大比目魚、鯡魚、沙丁魚、鯷魚、鯡科海魚等）和水產哺乳動物（鯨魚、海豚、
海豹等）而得之油脂。此種油脂係自魚類之軀體或肝臟或廢料中抽出者。通常有特殊之魚腥臭，氣味不佳，顏色
由黃至紅棕均有。
鱈魚肝和比目魚肝及其他魚肝產生之油所含的維他命與有機物甚多，因此，主要作為藥用。魚肝油不論其維
他命含量是否因經過照射或其他方法而增強仍歸入本節，但如作為藥用，或經乳化，或已添加他種物質供醫療用
途之魚肝油，則歸入第三十章。
本節亦包括「魚硬脂」，係冷藏魚油經壓製或傾倒時而得之固體產品，為黃色或褐色魚腥味物質，用於鞣革、
潤滑劑、及低等肥皂之製造。
精煉的魚類或水產哺乳動物油脂仍歸入本節，但不包括部份或全部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
（第 15.16 節）。

15.05-羊毛脂及其衍生之脂肪質（包括純淨羊毛脂）。
羊毛脂是一種黏狀脂肪，氣味不佳，係自洗滌或蒸洗羊毛之皂泡水中抽取；或以揮發性溶劑（二硫化碳等）
自含油脂之羊毛中抽取。羊毛脂不含甘油酯，因此化學上應該視為蠟而非脂肪，係供做潤滑劑及其他工業用途，
但大部份係供製造純羊毛脂（羊毛脂之精製品）或抽取羊毛液脂及羊毛硬脂。
純淨羊毛脂，係純化羊毛脂而得，為軟膏狀，其色澤視其精製的程度而由黃白色至棕色。在空氣中不易變質，
有淡而特殊的氣味。純羊毛脂極易溶於沸騰酒精，而不溶於水，但能吸收大量的水而成為滑膩之乳液，稱為含水
純羊毛脂。
無水純羊毛脂可供調製潤滑劑、乳化油及調味品，含水或乳化純羊毛脂主要作製造軟膏及化粧品用途。
稍微經過處理的純羊毛脂，仍然保存羊毛脂之原有特性，及羊毛醇（又稱為純羊毛脂醇，乃是膽固醇、異膽
固醇、及其他高級醇之混合體）亦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化學上所定義的醇 （第二十九章） 及羊毛脂為主的產品 ， 例如添加醫藥或香料於純羊毛脂 （第
30.03 或 30.04 節，第三十三章）。也不包括經過完全化學處理以致於失去原始特性的純羊毛脂，例如乙氧基化純
羊毛脂以使其溶於水（第 34.02 節）。
當羊毛脂肪以蒸汽蒸餾及壓榨，會分成液體、固體及渣滓。
液體稱為羊毛液脂，係混濁、紅棕而帶淡淡羊毛脂味物質；溶於酒精、乙醚、汽油、供紡織廠作為紡織品之滑脂
劑用。
固體部分（羊毛硬脂）為蠟狀物質，黃棕色，有濃厚之羊毛脂味，溶於沸騰之酒精及其他有機溶劑。用於皮
革工業，供製造潤滑劑、粘黏油脂及蠟燭、肥皂用。
本節不包括羊毛脂殘渣（第 15.22 節）。

15.06-其他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本節包括所有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但不包含列入第 02.09 節或本章前面所述諸節者。因此包括所有非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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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家禽、牛族、綿羊、山羊、魚或水產哺乳動物之動物脂肪，以及除掉豬、牛、羊脂油，魚類或水產哺乳動物
油脂及羊毛脂之外的所有動物油脂。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脂肪之自馬、河馬、熊、兔、陸地蟹、海龜等得來者（包括由骨頭、骨髓、及上述動物殘餘物所得脂肪）。
（2）蹄足油及相關油類，係由牛族、馬、羊之足骨及外脛骨烹煮所得之油脂，經冷壓而得。
此類係淡黃稍帶甜味之油，於空氣中極穩定，主要用於精細機器（錶、縫紉機、武器等）的潤滑劑。
（3）骨油，係自骨脂肪壓榨，或以熱水處理骨頭而得。其為無味、黃色液狀，不易變質。可用於精細機器的
潤滑劑或潤膚。
（4）骨髓油自骨髓提出者，為白色或黃色顆粒，主要用於製藥或香水。
（5）蛋黃油，以壓力或溶劑自煮熟的蛋黃取得者，為澄清之金黃或淡紅色油，有熟蛋的氣味。
（6）海龜蛋油，淡黃無味，可供食用。
（7）蠶蛹油，係自蠶蛹抽出，為紅棕色，具顯著令人不悅異味；用於製造肥皂。
本節不包括：
（a）豬脂或禽脂（第 02.09 或 15.01 節）。
（b）牛、羊脂（第 15.02 節）。
（c）魚類及水產哺乳動物的油脂及其餾分物（第 15.04 節）。
（d

Dipple's 油，有時亦稱為骨油）（第 38.24 節）。

15.07-黃豆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7.10-粗製油，不論是否去膠質者
1507.90-其他
黃豆油是由黃豆（Glycine Max ）仁抽取而得，可利用水壓或螺旋加壓機或溶劑取得。它是淡黃色，安定乾
性油，可用於食用及工業用，例如人造奶油及沙拉醬、製造肥皂、油漆、凡立水、塑化劑及烴基樹脂。
本節亦包括黃豆油之餾分物。然而，自粗製黃豆油經過精煉過程所獲得的大豆卵磷脂則歸入第 29.23 節中。
。
。。

目註解：
第 1507.10 目
安定的植物油，無論固態或液態，祇要由壓榨而得，皆可視作「粗製」，如果加工祇經過傾倒、離心或過濾
等步驟，以使油中固體微粒因重力、壓力、或離心力等機械力而與油液分離，不包括任何吸附過濾、分餾、或其
他物理或化學步驟。由抽取而得如還視為「粗油」，則其顏色、氣味、味道應與壓榨所得的相同的。

15.08-花生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8.10-粗製油
1508.90-其他
落花生仁油或花生油是一種非乾式油，可經由溶劑抽取或壓榨，由一般落花生科植物 （Arachis Hypogaea）
的種子或「堅果」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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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及精煉後之油係用於烹飪或製造人造奶油，例如，作沙拉油。低等的油則用來製造肥皂或潤滑劑。
。
。。

目註解：
第 1508.10 目
參閱第 1507.10 目。

15.09-橄欖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09.10-原油
1509.90-其他
橄欖油是由橄欖樹（Olea Europaea L.）的果實取得的油。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橄欖油係經由機械力或其他物理方式（例如壓榨）在合適狀況，特別是加熱不破壞油質的狀況下，自
橄欖樹的果實取得之油。除掉洗滌、移液、離心及過濾外不得再經其他處理。
天然橄欖油包括：
（1）可在天然狀況食用的橄欖油，它具有澄清、淡黃至淡綠顏色，並有特殊氣味及味道。
（2）朗伯提橄欖油（Lampante），其具有特殊異味或味道，或有游離脂肪酸含量（以油酸表示）每百公克
超過三點三公克或兩項特點皆具備。它可用在工業用途或經精煉後提供人類食用。
（B）精煉橄欖油係將（A）項所述之天然橄欖油經過精煉，使不改變其甘油酯構造，或不影響其組成脂肪酸的構
造下取得之油。
精煉橄欖油係一種清澈透明而無沈積物，且其游離脂肪酸含量（以油酸表示）每百公克不超過零點三公
克的油。
它為黃色而無特殊氣味或味道適宜人類單獨或者與天然橄欖油混合食用。
（C）其餾分物由（A）、（B）兩項油的混合物。
*
**
(A)項所指的天然橄欖油可依據 Codex Alimentarius Standard 33-1981 與(B)項、(C)項者區別。
本節所載的橄欖油因無貝里（Bellier）反應而與第 15.10 節的油區別。
有時，橄欖渣滓油的存在可藉察覺不能完全的成分如為三松香油精二醇即可確定。
本節不包括橄欖渣滓油或橄欖渣滓油與橄欖油的混合物（第 15.10 節），或橄欖油的再酯化油（第 15.16
節）。

15.10-其他油類及其餾分物，僅由橄欖所提煉，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包括本節與第
15.09 節之油類或其餾分物混合者。
本節包括除第 15.09 節所載油以外所有由橄欖取得的油。
本節所述之油得為粗製、精煉或其他方法都沒破壞三甘油脂構造處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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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橄欖渣滓油，亦即第 15.09 節取油後所殘餘橄欖殘餘物再以溶劑抽取得之油。
粗製橄欖渣滓油可以經過再精煉而不改變原始三甘油酯結構的處理而能食用。
這樣取得的油液清澈透明，具有黃色至黃棕色，沒有沈澱，亦無不好的氣味或味道。
本節亦包括其餾分物及混合油或與第 15.09 節油的混合油。最常見的混合是精煉橄欖渣滓油與天然橄欖油的
混合物。
*
**
證明無再酯化油的存在可以藉著測定三甘油酯第二位置的棕櫚酸與硬脂酸含量總和少於 2.2％而得知。
本節所載之油可因有貝里反應而與第 15.09 節區別。有時，橄欖渣滓油的存在祇可藉著檢查不能皂化的三松
香油精二醇來決定。
本節不包括橄欖油的再酯化油（第 15.16 節）。

15.11-棕櫚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1511.10-粗製油
1511.90-其他
棕櫚油是油料棕櫚果肉中取得的植物脂肪。主要來源是非洲油料棕櫚（Elaeis guineensis），它原產於熱帶非
洲，亦產於中美洲、馬來西亞及印尼；其他例子，如 Elaeismelanococca（亦稱為 noli palm）以及 Acrocomia 屬的各
種棕櫚，包括原產於南美洲的巴拉圭棕櫚（coco mbocaya）。棕櫚油經由萃取或壓榨取得，且依其狀態以及是否經
過精煉，可有各種不同顏色。它們含有相當高的棕櫚酸及油酸，與得自相同油料棕櫚的棕櫚仁油（第 15.13 節）
是可以藉此加以分辨的。
棕櫚油用於製造肥皂、蠟蠋、化粧品或盥洗用品，當作潤滑劑，供熱浸錫塗佈及生產棕櫚酸等使用。精製棕
櫚油則供食用，例如當作油炸油，以及製造人造奶油。
本節不包括棕櫚仁油或巴巴樹油（Babassu）（第 15.13 節）。
。
。。

目註解：
第 1511.10 目
見第 1507.10 目註解。

15.12-葵花子、紅花子或棉子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葵花子或紅花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2.11--粗製油
1512.19--其他
-棉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2.21--粗製油，不論是否去除棉子醇者
1512.2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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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葵花子油
此油取自常見的向日葵（Helianthus Annuus）而為淡金黃色，常用作沙拉油及人造奶油或豬油替代品。
此油具有半乾式性質、精煉後在油漆及凡立水工業上用途極大。
（B）紅花子油
紅花（Carthamus Tinctoris）是很重要的染料植物，其種籽提供一種半乾式食用油。可以用在藥品、食品、
烴基樹脂、油漆及凡立水。
（C）棉子油
這是最重要的半乾式油，得自不同品種 Gossypium 屬棉花種子核仁。棉子油在工業上用途極廣，例如，
皮革塗料、製造肥皂、潤滑劑、甘油醇及防水組成，化粧乳霜的基底。純正的精煉油在充當沙拉油、烹飪
油及人造奶油或豬油替代品的製造上極有價值。
。
。。

目註解：
第 1512.11 及 1512.21 目
見第 1507.10 目註解。

15.13-椰子（乾椰子肉）
、棕櫚仁或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
-椰子（乾椰子肉）油及其餾分物：
1513.11--粗製油
1513.19--其他
-棕櫚仁或巴巴樹油及其餾分物：
1513.21--粗製油
1513.29--其他
（A）椰子（乾椰子肉）油
此油得自乾椰子肉（Copra），來自椰子（Cocos nucifera）。新鮮椰肉亦可使用。這是一種淡黃色或無
色非乾式油，於攝氏 20℃以下會呈現固狀。椰子油用於肥皂、化粧品或盥洗用品、製造潤滑油脂，人工洗
濯劑、洗衣及清潔用品以及製造脂肪酸、脂肪醇、甲基酯類等。
精煉椰子油可以食用並且用在如人造奶油、膳食補充等產品。
（B）棕櫚仁油
此白色油，主要來自非洲油料棕櫚 Elaeis guineensis（見第 15.11 節註解）果實內之種仁，而非其果肉。
因為其具有良好味道及堅果風味，而被廣泛用於人造奶油及糖果工業。它也用於製造甘油、洗髮精、肥皂
及蠟燭。
（C）巴巴樹油
這是巴巴樹棕櫚 Orbignya Martiana 及 O. oleifera 得到的非乾式油。是由果實堅果內核仁所壓榨而得。巴
巴樹油主要使用在製造工業用品，例如肥皂，當精煉後亦可作為食品中棕櫚仁油的替代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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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1513.11 及 1513.12 目
見第 1507.10 目註解。

15.14-油菜子油、萊菔子油或芥子油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及其餾分物：
1514.11--粗製油
1514.19--其他
-其他：
1514.91--粗製油
1514.99--其他
（A）油菜子油
數種 Brassica 屬植物之籽，特別是大油菜子及小油菜子，其所產的特徵相似之半乾性油，商業上都歸類
為油菜子油。
這類油一般含有高含量芥子酸。本節亦包括低芥子酸之油菜子油（以專門培育的油菜生產之低芥子酸
油菜子中所製得），例如：可樂娜油（canola oil）或“雙零” （“double zero”）之歐洲油菜子油。
這類油用作沙拉醬或製造人造奶油等，亦用以製造工業產品，例如：作潤滑添加劑。其精製油通稱為
油菜子油，還可供食用。
（B）芥子油
這是種安定的植物油，來自下列三個品種：白芥菜（Sinapsis alba 及 Brassicahirta）、黑芥菜（Brassica nigra）
或印第安芥菜（Brassicajuncea）。它通常含有高含量芥酸並且用於藥品、烹飪或工業產品。
。
。。

目註解：
第 1514.11 目及 1514.91 目
見第 1507.10 目註解。

15.15-其他固定性植物油脂（包括荷荷巴）及其餾分物，不論是否精煉，但未經化學改質者（＋）
。
-亞麻仁油及其餾分物：
1515.11--粗製油
1515.19--其他
-玉米油及其餾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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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21--粗製油
1515.29--其他
1515.30-蓖麻油及其餾分物
1515.50-芝麻油及其餾分物
1515.90-其他
本節包括除掉第 15.07 至 15.14 節所述外之單一、安定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見註解總則（B）），下列是具
有特別的商業價值的：
（1）亞麻仁油係得自亞麻的種籽（Linum Usitatissimum）。此油是乾式油中極重要的一種。亞麻仁油的顏色由黃
至棕，並且具有辛辣味道及氣味。氧化後則形成堅韌之彈性薄膜。此油主要用來製造油漆、凡立水、油布、
油灰、軟皂、油墨、烴基樹脂、或製藥。冷壓取得的亞麻仁油可供食用。
（2）玉米（Corn）油係取自玉米仁或印第安玉米。其粗製油具有很多工業用途，例如製造肥皂、潤滑劑、韖革
劑等。精製油可供食用及烹飪、西點，或與他種油拌合等。玉米油是一種半乾式油。
（3）蓖麻油係得自 Ricinus Communis 的種籽。它是非乾式、黏稠，通常無色或淡色油，先前在醫學上當作瀉藥
但現在卻在工業上用作噴漆或硝基纖維素的塑化劑，生產雙基酸、彈性劑或黏劑、界面活性劑、水壓機用
的液體等。
（4）芝麻油係得自全年生草本植物 Sesamum Indicum 的種籽，它是半乾式油，好一點的品級可用於香酥油、沙拉
油、人造奶油及相關食品以及藥品。差一點的品級則供工業用。
（5）荷荷巴油常被稱為液體蠟，是無色或黃色液體，主要由高級脂肪醇的酯類所構成，是取自沙漠灌木 Simmondsia
屬（S. Californica 或 S.Chinensis）的種籽，可做為抹香鯨油的替代品，例如化粧品的製造。
（6）稱為植物油脂之產品（主要是婆羅洲油脂和中國植物油脂），係取自某些含油籽仁。婆羅洲油脂是結晶或
顆粒狀的固體，外表白色，內部黃綠；中國油脂則是固體蠟狀物，淡綠而微有芳香氣味，觸摸則覺得油滑。
（7）商界稱為桃金孃蠟及日本蠟的產品，事實上即為植物脂肪。桃金孃蠟係由各種桃金孃漿果提出，為黃綠色
固體，具蠟狀外表及樅木之特殊氣味。日本蠟係自數種中國及日本產羅斯（Rhus）科植物之果實提取之物
質，為淡綠色、淡黃色或白色似蠟片狀或顆粒狀物質，結晶易碎，並微有樹脂氣味。

15.16-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部份或全部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不論是否精煉，
但未進一步調製。
1516.10-動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1516.20-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
本節包括經過下列特殊的處理之動植物油脂，但沒有再進一步的處理。本節亦包括經相同處理的動植物油脂
之餾分物。
（A）氫化油脂
氫化作用是在適當溫度及壓力下，藉催化劑（通常是精分之鎳粉）使不飽和甘油酯（例如油酸、亞
麻仁油酸等酸之甘油酯）與氫氣接觸，增加其黏稠度及熔點而轉變成熔點較高之飽和甘油酯（例如棕櫚
酸、硬脂酸等酸之甘油酯）。氫化的程度及產品的最終稠度取決於氫化之狀況及處理時間之長短。本節
包括此類產品，不論其是否：
（1）部份氫化（甚至有些產品會分為糊狀與液狀兩層）。部份氫化尚有將順式不飽和脂肪酸轉變成反式
脂肪酸之功效，藉之可提高其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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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部氫化（例如油類轉變成糊狀或固體脂肪）。
最常見的氫化油脂是魚類與水產哺乳動物油脂及一些特定植物油（棉子油、芝麻油、花生油、萊菔
子油、黃豆油、玉米油等）。全部或部份氫化的油常作為第 15.17 節食用脂肪組成的成分，因氫化作用
不僅增加其黏稠度，亦使其不易受大氣氧化而變質，更可增進其味覺及香味，經漂白處理，其外觀亦較
美觀。
本項目亦包括氫化蓖麻油，或稱為乳白蠟（Opal Wax）。
（B）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
（1）互酯化（或反酯化）油脂。通過適當重組油、脂所含三甘油酯之脂肪酸，可以提高油、脂的黏稠度。
使用催化劑可刺激酯類必要的相互作用與重組。
（2）再酯化油脂（亦稱酯化油脂）是由甘油與游離脂肪酸或由精製時的酸性油直接合成的三甘油酯。此
甘酯之脂肪酸的排列與天然油中發現者不同。
包含再酯化油的橄欖油歸入本節。
（3）反油酸化油脂指的是不飽和脂肪酸經處理而能由不飽和的順式轉換成反式。
本節包括上述各種產品，不論是否具有蠟質特性或已經脫臭或經過類似的精製處理，也不論是否可直接供作
食品。但是不包括經過進一步處理如組織調整（修飾組織或晶體結構）供作食品用的氫化等油脂及其餾分物（第
15.17 節）。本節另亦不包括一種以上油脂經過修飾（modification）的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
及其餾分物（第 15.17 節或 15.18 節）。

15.17-人造奶油；本章各種動植物油脂或其餾分物製成之可食用混合品或調製品，第 15.16 節食
用油脂及其餾分物除外(+)。
1517.10-人造奶油，液態人造奶油除外
1517.90-其他
本節包括人造奶油；可食用動植物油脂混合品或調製品，第 15.16 節食用油脂或其餾分物除外。
此類油脂通常為下列混合物或調製品：
（1）不同之動物脂肪或油或其餾分物；
（2）不同之植物脂肪或油或其餾分物；
（3）動植物兩者之脂肪和油或其餾分物。
本節之產品，其脂肪或油可事先加以氫化，再予以乳化（例如使用脫脂乳粉）、攪拌、改進質地（改變組織
或結晶形狀）等，且可含有少量添加之卵磷脂、澱粉、色素、調味料、維他命、奶油或其他牛奶脂肪（必須符合
於本章章註 1（c）的規定）。
本節亦包括以單一脂肪或油（或其餾分物）無論是否氫化，經類似之乳化、攪拌、組織改造等法製成之產
品。
本節包括一種以上油脂經過修飾（modification）的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及其餾分物。
本節包括的最主要產品是：
（A）人造奶油（液體人造奶油除外），為一種可塑性的物體，通常是黃色，是由動物油脂或植物油脂或其混合
物製成。它是一種水在油中型的乳化液，外觀、黏稠度、顏色等皆與奶油相似。
（B）可食用動植物油脂混合品或調製品，第 15.16 節食用油脂或其餾分物除外；例如，人造豬油，液態人造奶油
及酥脆油（由改變質地的油脂製成）。
本節進一步包括動植物油脂，或本章所述不同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之食用混合物或調製品，是一種供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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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型時的離型製品。
本節不包括僅精製而未進一步處理的單一脂肪及油；這些仍歸類於各別節，即使它們是要零售。本節亦不包
括包含超過 15％重量百分比的奶油或其他奶脂肪的調製品（通常歸入第二十一章）。
本節另亦不包括用壓榨牛羊脂或豬油製得的產品（第 15.03 節）以及僅由一種油脂經過修飾（modification）
的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及其餾分物（第 15.16 節）。
°
° °

目註解：
第 1517.10 及 1517.90 目
第 1517.10 及 1517.90 目所稱人造奶油，其物理性質之測定是要在攝氏 10℃下用目視檢驗。

15.18-沸製、氧化、脫水、硫化、吹製，在真空中或惰性氣體中行聚合化或經其他化學方法改
質之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但不包括第 15.16 節所列產品；未列名非食用之動、植物
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
（A）沸製、氧化、脫水、硫化、吹製，在真空中或惰性氣體中行聚合化或經其他化學方法改質之動、植物油脂
及其餾分物，但不包括第 15.16 節所列產品。
本項目包括動植物油脂及其餾分物經過處理而改變化學構造使得黏性及乾燥性增加（即暴露於空氣中
吸收氧氣產生彈性薄膜之性質）或改變其他性質的方法，但還維持其原來構造，但並沒在別處所提到者。
例如：
（1）經煮及氧化之油類，係油類經加入少量氧化劑後再加熱而得。此種油類用於油漆及凡立水工業。
（2）吹化油係在熱的情況下，將空氣吹入油內使部份氧化以及聚合而成者。用於製造絕緣漆、假皮、與礦
油混合之後製潤滑油（複合物）。
氧化亞麻仁油係一種半固體橡膠狀產品，為高度氧化之亞麻仁油，用於製造厚漆布也包括於本節。
（3）脫水蓖麻油係蓖麻油藉催化劑存在脫水而得。用於製造油漆及凡立水。
（4）硫化油係經硫礦或氯化硫處理使其分子聚合而成。經此處理之油，乾燥很快而成一層膜，且比一般乾
性油所結之膜還不吸水，機械力亦大。硫化油用於防銹漆及凡立水。
如進一步處理則得到一種固體產品（由油類衍生之硫化油膠）（第 40.02 節）。
（5）在真空或惰性氣體中加熱聚合的油係某些油類（特別為亞麻仁油及桐油）在惰性二氧化碳氣體或真空
中加熱至攝氏 250℃到 300℃且不經氧化而得。此過程產生之黏稠油，通常稱為厚油（Stand-oils），製
造凡立水，形成一種特別柔軟且防水薄膜。厚油裡未聚合部份已抽出者（Teka 油），及厚油的混合物
均歸入本節。
（6）歸入本節之其他加工油包括：
（a）丁烯二酸油（蘋果酸油），係黃豆油與一少數量之蘋果酸酐加熱至攝氏 200℃或更高溫度，並加
入足夠之長煉醇以酯化其多餘酸基而得，如此處理所得的丁烯二酸油具有良好之乾燥性。
（b）乾性油（亞麻仁油），在冷卻時加入少量乾燥劑（如硼酸鉛，俄國石油精鋅、樹脂鈷）以增加其
快乾性。此油可替代製造凡立水和油漆時使用的沸油。這些固體乾燥劑與第 32.11 節之調製液體乾
燥劑（濃縮之液體乾燥）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c）環氧化油，例如以過醋酸處理黃豆油而得者。而過醋酸可在事先或與油處理當時，利用過氧化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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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醋酸在催化劑的存在下反應製得。環氧化油，可充當如乙烯樹脂等之可塑劑或安定劑。
（d）溴化油係用於，例如製藥工業之多種重要油的乳化或懸浮安定劑。
（B）未列名非食用之動、植物油脂或本章不同油脂餾分物之混合物或調製品。
本項目包括廢棄的炸油，含有例如油菜籽油、黃豆油及少量動物脂肪之類油脂，通常用於製備動物飼
料。
本節也包括超過一種以上油脂經過修飾（modification）的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及
其餾分物。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變性油脂（見本章章註 3）。
（b）僅有一種油脂經過修飾（modification）的氫化、互酯化、再酯化或反油酸化的油脂及

其餾分物（第

15.16 節）。
（c）配製之動物飼料（第 23.09 節）。
（d）磺酸化油（即以硫酸處理之油）（第 34.02 節）。

[15.19]

15.20-粗製甘油、甘油水溶液及甘油鹼液。
粗製甘油為純度低於 95％（以乾燥品重量計）之產品，可藉脂或油的裂解或從丙烯合成而製得，其品質視生
產方法而不同，例如：
（1）在酸或鹼中水解製得者，為帶甜味之液體、無令人不快之氣味，顏色自淡黃至棕不等。
（2）從甘油鹼液製得者，為淡黃色液體，有澀味，氣味不佳。
（3）從製造肥皂之殘渣得來者，為黑黃色液體，有甜味（若極不純則帶大蒜味），氣味多少令人不快。
（4）利用催化水解及酵素水解取得者，通常呈一種味道及氣味均欠佳的液體，含有大量有機質及礦物質。
粗製甘油可以由油脂與其他醇類進行分子間酯化反應而得。
本節包括甘油水溶液，係脂肪酸生產過程之副產品，以及甘油鹼液，係製造肥皂過程的副產品。
本節不包括：
（a）其純度超過 95％（以乾燥品之重量計）之甘油（第 29.05 節）。
（b）包裝成藥品或加入藥劑之甘油（第 30.03 至 30.04 節）。
（c）加香水甘油及添加化粧品之甘油（第三十三章）。

15.21-植物蠟（三甘油酯除外），蜂蠟、其他蟲蠟及鯨蠟，不論已否精製或著色。
1521.10-植物蠟
1521.90-其他
（Ⅰ）植物蠟（不含三甘油酯），無論已否精製或著色，以下是最主要之植物蠟：
（1）巴西棕櫚蠟（Carnauba），從棕櫚樹（Corypha Cerifera 或 Copernicia Cerifera）之葉滲出之蠟，淡綠、
淡灰或淡黃色，帶些油質，近於結晶，極易脆裂而有乾草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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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Quricury 蠟係從一種（Attalea Excelsa）之棕櫚樹葉所得。
（3）棕櫚蠟，係由另一種棕櫚樹墨西哥蠟椰子（Ceroxylon Andicola）之葉叉處自動滲出，可由樹幹收集，
通常是孔狀脆圓片，黃色顏色。
（4）Candelilla 蠟係墨西哥大戟（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或 Pedilanthous Pavonis）在水中煮沸而得。為堅硬，
半透明棕色物質。
（5）甘蔗蠟，附在甘蔗表皮，工業上則在製糖時由浮渣廢物中取得，粗製者呈黑色，柔軟而帶有類似甘
蔗糖蜜之氣味。
（6）棉蠟及亞麻蠟，含於植物纖維，可以用溶劑抽出。
（7）Ocotilla 蠟，一種盛產於墨西哥樹木之樹皮以溶劑抽出者。
（8）Pyzang 蠟，由產於爪哇之若干香蕉樹葉上之塵末得來者。
（9）Esparto 蠟，從西班牙產蘆葦草得來，當乾蘆葦草包打開，將其塵末收集即得。
本節包括無論是否粗製、精製、漂白、著色、塊狀或棒狀之植物蠟。
然而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荷荷巴油（第 15.15 節）。
（b）商界俗稱的桃金孃蠟及日本蠟（第 15.15 節）。
（c）植物蠟之混合物。
（d）植物蠟與動物、無機、或人工蠟之混合。
（e）植物蠟與脂肪、樹脂、礦物質或其他物質（除了著色劑）之混合。
這些混合物，大體歸類在第三十四章（第 34.04 或 34.05 節）。
（Ⅱ）蜂蠟及其他蟲蠟，無論已否精製或著色。
蜂蠟是蜂巢內六角形蜂房之組合物質，其天然型態是顆粒狀，淡黃或橙色，有時亦為棕色，有種特別
香味；經漂白或精製後成白色或淡黃色，氣味極淡。
它可供製造蠟燭、蠟布及蠟紙、膠黏劑、上光劑等用途。
其他最著名的蟲蠟如下：
（1）蟲膠蠟（Lac Wax），用酒精由蟲膠中抽取，為棕色塊狀，具蟲膠氣味。
（2）中國蠟（亦稱蟲蠟或樹蠟），主要生產於中國，係昆蟲於某種灰樹枝條上之分泌物積聚成淡白色之
風化物，並經收集及純化（在沸水中溶化及過濾）者，為白色及淡黃色物質，有光澤，結晶狀，無
味道，其氣味與牛羊脂近似。
蜂蠟及其他蟲蠟，無論是否粗製（包括尚在天然蜂房者）或精製或壓榨，是否漂白或著色者均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蟲蠟之混合物：蟲蠟與鯨蠟、植物蠟、無機或人造蠟之混合物；或蟲蠟與脂肪、樹脂、礦物或其他物
質（色素除外）之混合物；此類混合物歸入第三十四章（例如第 34.04 或 34.05 節）。
（b）建造蜂巢之蠟（第 96.02 節）。
（Ⅲ）鯨蠟，粗製、壓榨或精製，無論已否著色。
鯨蠟係從抹香鯨和鯨類動物之頭腔或皮下腺體所含之油脂抽取之蠟狀物質。
粗製鯨蠟含有三分之一純鯨蠟及三分之二脂肪，為黃色或棕色塊狀，氣味不佳。
壓榨之鯨蠟，是將所有脂肪抽出後所得，為小塊固狀鱗狀物，黃棕色，在紙上微留或不留油污。
精製之鯨蠟是將壓製之鯨蠟以稀苛性鈉處理，為白色帶珍珠光澤之閃亮條狀物。
鯨蠟可供製造蠟燭、香水、藥品及當作潤滑劑。
上述產品不論是否染色，均歸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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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由鯨蠟分離而得之鯨油，不論粗製或精製。（第 15.04 節）。

15.22-鞣革餘油；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渣。
（A）鞣革餘油。
本節包括天然及人工鞣革餘油，於皮革工業作為皮革上脂（填料）用。
天然韖革餘油（亦稱麂皮脂（moellon）及油鞣回收油（sod oil））係小羚羊皮之鞣料油之殘餘物，經壓
榨或以溶劑提取而得。它係由酸敗之海產動物油、油氧化而產生之樹脂狀物質、水、礦物質（蘇打、石灰、
硫酸鹽）以及廢毛、廢膜及廢皮所構成。
天然鞣革餘油是很濃槳糊狀均質液體，有強烈的魚油味，顏色是黃到暗棕色。
人工鞣革餘油主要係由氧化、乳化或聚合之魚油（包括其混合物）混合羊毛脂、牛羊脂、松香油等所組成，
有時候亦混有天然鞣革餘油。此種混合物係濃稠之黃色液體（但比天然鞣革餘油之流動性大），有魚油之
特殊氣味，不含毛髮、薄膜或皮膚之廢料、靜置之後常分離成兩層，底下一層為水。
然而本節不包括僅氧化或聚合之魚油（第 15.18 節）、磺化油脂（第 34.02 節）及皮革上脂（填料）之
製備品（第 34.03 節）。
本節尚包括小羚羊皮革經鹼性溶液處理以及脂肪氫氧酸經硫酸沉澱而得之鞣革餘油。此項產品，在商
業上以乳化劑方式出售。
（B）油脂及動植物蠟經加工處理後所餘之殘渣。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油類渣滓係從純化油類過程所殘餘之油狀或黏液狀殘渣，用於製造肥皂及潤滑劑。
（2）肥皂用油脂料，係精製油過程之副產物，乃鹼（氫氧化鈉）中和游離脂肪酸而產生，為含有粗製肥皂
和中性油或脂肪之混合物。呈糊狀黏稠，視所抽取原料之不同而有不同顏色（棕黃、淡白、棕綠等）。
用於製造肥皂。
（3）硬脂酸殘渣，係蒸餾脂肪酸而得。由黏而帶黑之塊狀物組成，相當堅硬，有時具有彈性。部份溶於輕
汽油；供製造乳香樹脂、防水紙板和電絕緣體用。
（4）蒸餾羊毛油脂得來之殘渣，外表與硬脂殘渣類似，用途亦同。
（5）甘油殘渣係蒸餾甘油而得，用於漿布及防水紙張。
（6）已使用過但仍含有脂肪或動植物蠟之脫色土。
（7）動植物經過濾後產生的殘渣，含有少量含蠟之不純物。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油渣，係熬煎豬脂肪和其他動物脂肪而得之薄膜殘渣（第 23.01 節）。
（b）油餅、提煉植物油後的殘渣（糟粕除外）（第 23.04 至 23.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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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
調製食品；飲料；酒類及醋；菸類及已製菸類代用品
類註：
1.─本類內「團粒」一詞係經直接壓縮或添加未超過 3％重之粘合劑製成之產品。

第十六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依第二章、第三章或第 05.04 節所定方式調製處理或保存之肉、雜碎、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
無脊椎動物。
2.─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及其組合物之重量如逾該調製食品之二○％
時，即列入本章，當調製食品內含有上述二種或二種以上產品時，其稅則應依第十六章內按其相關之組成成
分或成分中重量大者分類，上述規定不適用於第 19.02 節之填塞產品或第 21.03 或 21.04 節之調製品。

。
。。

目註：
1. 為第 1602.10 目所稱「均質調製品」係指以極均勻之肉、雜碎或血所製成之調製品，供零售用，且適合作為嬰
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在容器內淨重不超過 250 公克，採用此定義時對因調味，保存或其他目的而加入之
任何少許成分可不予計較，此類調製品可能含有少量可見之碎肉或肉類雜碎，本目比第 16.02 節之任何其他目
優先適用。
2. 僅以普通名稱列入第 16.04 或 16.05 節各目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與以同樣名稱列入
第三章之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屬同類。

總

則

本章包括之調製品為經調製之肉、雜碎（如腳、皮、心、舌、肝、腸、胃）、血、魚（含皮）、甲殼類、軟
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本章包括非由第二章或三章或第 05.04 節規定之加工方式調製或保藏的調製品，
如下列各項：
（1）調製之臘腸或其類似品。
（2）煮、蒸、烤、煎、燻或其他方式烹飪者，但不包括燻魚及燻製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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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可能在燻前或燻時經烹煮（第 03.05、03.06、03.07 及 03.08 節）、帶殼水煮或蒸煮之甲殼類動物(第 03.06
節)，及得自已煮的魚類及已煮的甲殼類、軟體類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細粒及團粒（分別歸入
03.05、03.06、03.07 及 03.08 節）。
（3）調製或保藏之抽出物、液汁或滷汁，魚卵調製之魚子醬或魚子醬代替品，僅以蛋糊或麵包屑裹者，配以
麥蕈者，加入調味品（如胡椒及鹽）等者。
（4）僅以本章產品（亦即調製或保藏之肉、雜碎、血、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為基料之精
細均質製品。此類均質調製品得含少量可以看見之肉塊、魚塊等以及少量為調味、保藏或其他目的而加
之原料。然而，均質本身並不適宜做為第十六章調製之產品分類。
區分劃歸第二章及第三章之產品，與歸劃第十六章之產品，見第二及第三章之註解總則。本章亦包
含調製食品（包括所謂的「調製餐點」）例如由臘腸、肉類、雜碎、血、魚類或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
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組成者，配以蔬菜、麵條、調味品等，若其所含之臘腸、肉類、雜碎、血、魚類或甲
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其混合物之含量，超過其本身百分之二十者。若調製品包含上
述二個或二個以上產品（如肉或魚），按重量較多之成份，依第十六章之節別加以分類。在所有考慮重
量的情況，是以該調製品中肉類及魚等之重量，且為調製品製作時之重量，而非同產品在調製前之重
量 。（然而須注意的是，第 19.02 節之夾餡製品，第 21.03 節之醬油及其調製品，調味料，第 21.04 節
所述之湯類及其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通常依該節分類）。
本章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粗粉、以肉或雜碎（包括海洋哺乳動物產品）製成者（第 02.10）或以魚類製成者
（第 03.05 節）。
（b）以肉（包括海洋哺乳動物的肉）、魚類或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製成之粉、粗粉及團
粒，不適人類食用者（第 23.01 節）。
（c）以肉、雜碎肉、魚等製成之動物用飼料（第 23.09 節）。
（d）第三十章之醫藥品。

16.01-肉、雜碎或血製成之臘腸及其類似品；以上述產品製成之調製食品。
本節包含臘腸及類似品，亦即由切碎或剁細之肉或雜碎肉（包含腸及胃）或動物血灌入腸、胃、膀胱、皮或
其類似腸衣（天然或人造）製成之調製品。某些類產品並無腸衣，僅壓縮成臘腸特有之形狀，如圓柱形或類似形
式，橫切時具有圓形、橢圓形或長方形（多少具有圓角）。
臘腸及其類似品可為生或煮熟、燻或不燻，且得含添加之脂肪、澱粉、調味料及香料等。除此之外，得含相
當之肉或雜碎肉塊（如合口大的），不論是否切片或裝入密閉容器，臘腸及其類似品仍歸入本節。
本節特別包含下列各項：
（1）以肉灌製之臘腸及其類似品（例如德國法蘭克福臘腸、義大利臘腸）。
（2）肝臘腸（包括家禽肝灌製者）。
（3）「黑臘腸」及「白臘腸」。
（4）「小臘腸」（小腸灌製之小臘腸）、乾臘腸、義大利式大臘腸及其類似品。
（5）裝在腸衣或壓縮成臘腸特有形狀之肉泥、肉醬、去骨肉捲及細切肉（罐裝碎肉）。
本節亦包括某類以臘腸或其類似品（見本章註解總則第三段）製成之調製食品（包括所謂「調製餐點」）。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未事先切碎或剁碎而灌入膀胱、腸或類似腸衣（天然或人造）之肉類，如圓形火腿或肩肉 （通常歸第
02.10 或 16.0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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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生肉，切碎或剁碎而不含其他成分，縱使灌入腸衣中者（第二章）。
（c）灌入非正常使用的臘腸腸衣的調製品，除非此類調製品沒有腸衣而可劃歸本節（一般為第 16.02 節）。
（d）經烹飪及僅去骨之家禽，例如圓形火腿雞肉（第 16.02 節）。

16.02-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肉、雜碎或血。
1602.10-均質調製品
1602.20-任何動物之肝調製品
-第 01.05 節之家禽製品：
1602.31--火雞
1602.32--飼養之雞
1602.39--其他
-豬：
1602.41--火腿及已切割者
1602.42--肩及已切割之肩
1602.49--其他，包括混合者
1602.50-牛
1602.90-其他，包括已調製任何動物之血
本節包含所有歸入本章之調製或保藏之肉類、雜碎或血，但臘腸及其類似品（第 16.01 節），肉之抽出物及
液汁（第 16.03 節）除外。
本節包含下列各項：
（1）經煮熟（但非煮燙或類似處理，見第二章註解總則）、蒸、烤、煎、燻或其他方式烹飪之肉或雜碎。
（2）肉泥、肉醬、肉捲及細切片（罐裝碎肉），如其不符第 16.01 節臘腸及其類似品分類要求者。
（3）非由第二章或第 05.04 節規定之加工方式調製或保藏之肉及雜碎，包括僅以蛋糊或麵包屑包裹，配以麥
蕈，加以調味料者（如同時加胡椒及鹽）或精細均質者（見本章註解總則）。
（4）血製品，第 16.01 節之「黑香腸」及類似產品除外。
（5）含肉、雜碎或血重量 20％以上之調製食品（包括所謂「調製餐點」）（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肉或雜碎當餡之粉條（餃子等）（第 19.02 節）。
（b）醬油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料（第 21.03 節）。
（c）湯類及其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第 21.04 節）。

16.03-肉、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及液汁。
本節之抽出物雖來源不同，但其物理特性（外觀、氣味、味道等）及化學成分均極相近。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肉精：通常為在加壓下，肉類經煮或蒸，以過濾或離心方法除去脂肪後，濃縮其液體而得之濃縮物。此
等精汁依其濃縮程度，或為固體或為液體。
（2）肉汁：壓榨新鮮生肉而成。
（3）魚類或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魚精得自於濃縮鯡魚肉或其他魚肉之水溶抽
出物，或以魚粉（不論是否除去脂肪）製成者。在生產過程中，得除去全部或部份成分之魚腥味（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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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魚類之三甲基胺），因而使其與肉精具有相同特性。
（4）汁；壓榨生鮮魚類或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而得。
所有上述之產品，得添加足夠量之鹽或其他成分，用以防腐。
抽出物係供製造某些調製食品如湯（不論是否濃縮）及調味品之用，汁主要供營養食品使用。
本節不含下列各項：
（a）湯類及其調製品及含肉、魚等之均質混合調製品；加了其他物質如脂肪、骨膠（gelatin）及高比例食鹽
之抽出物（包括片狀或塊狀之羹湯及清湯）（第 21.04 節）。
（b）第 23.09 節之魚類或海產哺乳動物之溶解物。
（c）醫藥製品中所含本節之貨品，僅做為醫藥品之填充物或媒介物者（第三十章）。
（d）蛋白腖及腖化劑（第 35.04 節）。

16.04-已調製或保藏之魚類；魚子醬及由魚卵調製之魚子醬代替品。
-整條或片塊之魚（剁碎者除外）：
1604.11--鮭魚
1604.12--鯡魚
1604.13--沙丁魚、小沙丁魚、正鰮
1604.14--鮪魚、正鰹及狐鰹屬
1604.15--鯖魚
1604.16--鯷魚
1604.17--鰻魚
1604.18--鯊魚翅
1604.19--其他
1604.20-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魚
-魚子醬及魚子醬代替品：
1604.31--魚子醬
1604.32--魚子醬代替品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經過煮、蒸、烤、煎或其他方式烹調之魚，應注意的是燻魚在煙燻前或煙燻過程中經烹飪，但未經其他
方式調製者，仍歸入第 03.05 節。
（2）以醋、油等調製或保藏之魚；滷汁魚（泡在酒、醋等中，加入調味料或其他佐料之魚）；魚臘腸、魚糊、
小鯡魚糊及鮭魚糊（以鯡魚及鮭魚加脂肪製成之魚糊）等。
（3）以非第 03.02 至 03.05 節所規定之方式調製或保藏之魚或其各部分，如僅以蛋糊或麵包屑包裹之魚片肉，
調製魚白及魚肝，精細均質魚類（見本章註解總則，第(4)項）及殺菌或消毒之魚類。
（4）含魚類之調製食品（包括所謂「調製餐點」）（見本章註解總則）。
（5）魚子醬，以鱘魚卵做成；鱘魚卵在許多地區河流中可見（義大利、阿拉斯加、土耳其、伊朗及蘇俄）；
其主要種類有 Beluga,

Schirp,

Ossiotr 及 Sewruge。魚子醬一般呈軟性顆粒團塊形狀，所含卵之直徑從 2

公釐至 4 公釐，顏色從銀灰色至青黑色；有強烈腥味，略帶鹹味。有壓縮變成均勻糊狀者，有時形成細
長圓柱狀者或裝入小型容器中。
（6）魚子醬代替品：當作魚子醬食用之產品，以鱘魚以外之魚卵製成（如鮭魚、鯉魚、鮻魚、鮪魚、烏魚、
鱈魚及魴鮄），經洗淨、清理附著之器官、鹽漬，有時壓平或乾燥之。此等魚卵亦可調味及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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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之產品不論是否裝入密閉容器，仍歸入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魚卵及魚白，未調製或保藏，或僅以第三章規定之調製或保藏方法加工者，適合即時食用者如魚子醬或
魚子醬代替品除外(第三章)。
（b）魚精及魚汁（第 16.03 節）。
（c）以魚填塞之粉條（第 19.02 節）。
（d）醬油及其調製品，混合佐料及調味料（第 21.03 節）。
（e）湯類及其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第 21.04 節）。

16.05-甲殼、軟體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調製或保藏品。
1605.10-螃蟹
-蝦類：
1605.21--未裝入氣密容器者
1605.29--其他
1605.30-巨螯蝦
1605.40-其他甲殼動物
-軟體類動物：
1605.51--牡蠣(蠔、蚵)
1605.52--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貝
1605.53--貽貝(淡菜)
1605.54--墨魚及魷魚
1605.55--章魚
1605.56--蛤、鳥蛤及赤貝
1605.57--鮑魚
1605.58--螺，海螺除外
1605.59--其他
-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1605.61--海參
1605.62--海膽
1605.63--海蜇
1605.69--其他
第 16.04 節之註解，亦適用於甲殼類、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但列入第 03.06 節帶殼之甲殼類動物
用水煮或蒸者除外（不論是否加入少量之化學防腐劑）。
最常見之調製或保藏之甲殼類或軟體動物，包括螃蟹、蝦及對蝦、龍蝦、小龍蝦、螯蝦、貽貝、章魚、魷魚
及蝸牛。本節所稱調製品或保藏之主要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有海膽、海參及海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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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糖及糖果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有可可之糖果（第 18.06 節）。
（b）化學級純糖類（不包括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或第 29.40 節之其他物品。
（c）第三十章之醫藥品或其他物品。
。
。。

目註：
1. 第 1701.12、1701.13 及 1701.14 目「粗製糖」指在乾燥狀況以重量計蔗糖含量在偏光計讀數少於 99.5°者。
2. 第 1701.13 目係指未經離心製得之甘蔗糖，在乾燥狀況以重量計蔗糖含量在偏光計讀數係 69 °或以上且少於 93°
者。該貨品僅含不規則形狀之天然微結晶物，且無法以肉眼觀察到周圍殘留糖蜜及其他成分之甘蔗糖。

總

則

本章包括糖類（例如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糖漿、人造蜂蜜、焦糖、由砂糖提煉或精製而
取得之糖蜜。本章所列固體糖及糖蜜可包含有添加之色素、香料(例如檸檬酸或香草)或合成甜味料(例如阿斯巴
甜或甜菊)，且仍保有糖或糖蜜之特性者。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有任何比例之可可或巧克力之糖果（不包括白色巧克力）及加糖可可粉（第 18.06 節）。
（b）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或二十二章之加糖食品。
（c）加糖飼料（第 23.09 節）。
（d）化學級純糖類（不包括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及其水溶液（第 29.40 節）。
（e）含糖之醫藥品（第三十章）。

17.01-固體甘蔗糖或甜菜糖及化學級純蔗糖。
-不含添加香料或色素之粗製糖：
1701.12--甜菜糖
1701.13--本章目註 2 規定之甘蔗糖
1701.14--其他甘蔗糖
-其他：
1701.91--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者
1701.9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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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糖係自甘蔗莖之汁液製得，甜菜糖係自甜菜根之提煉汁液製得。
粗製甘蔗糖或甜菜糖呈褐色結晶或其他固體狀態，其顏色乃由於所含不純物所致。在乾燥狀況以重量計蔗糖
含量，在偏光計讀數少於 99.5°者（參見目註 1）。通常再加工成精製糖。但高純度粗製糖或許可不必精製即可供
應人類消費。
精製甘蔗糖或甜菜糖係將粗製糖再加工而成，通常製成不同細度之白色結晶物，或小方塊、片狀、板狀、或
棒狀，或有規則地塑造、鋸成、或切為塊狀。
除粗製糖或精製糖外，本節包括由白糖混合少量之焦糖或糖蜜而成之紅糖及自濃縮液緩慢結晶成大晶體之冰
糖。
本節所列甘蔗糖及甜菜糖，僅固體糖（包括粉末）可含有添加之香料或色素者。
甘蔗糖或甜菜糖之糖漿及其水溶液，不含有添加之香料或色素者，歸類於第 17.02 節，否則歸類於第 21.06 節。
本節不包括已失去糖特性之固體形態(包含顆粒或粉狀)調製品，供飲料製造用途者(第 21.06 節)。
本節亦包括任何來源之化學級固體蔗糖。非由甘蔗或甜菜所得非化學級純蔗糖不包括於此（第 17.02 節）。

。
。。

目註解：
第 1701.12、1701.13 及 1701.14 目
商業上之粗製甘蔗糖總是含有 0.1％以上之轉化糖，而粗製甜菜糖中之轉化糖含量正常情形下小於 0.1％。此
二種粗製糖可由其水溶液貯存於有蓋容器內過夜後之不同氣味加以區別。

17.02-其他糖類，包括固態之化學級純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不含有添加香料或色素
之糖漿；不論是否攙有天然蜂蜜之人造蜂蜜；焦糖。
-乳糖及乳糖漿：
1702.11--含乳糖以乾基計，以無水乳糖表示，重量在 99％及以上者
1702.19--其他
1702.20-楓糖及楓糖漿
1702.30-葡萄糖及葡萄糖漿，未含果糖或在乾燥狀況下含果糖重量不超過 20％
1702.40-葡萄糖及葡萄糖漿，在乾燥狀況下含果糖重量至少 20％，但不超過 50％者，轉
化糖除外
1702.50-化學級純果糖
1702.60-其他果糖及果糖漿，在乾燥狀況下含果糖重量超過 50％者，轉化糖除外
1702.90-其他，包括轉化糖與其他糖及糖漿混合物，在乾燥狀態下含果糖重量 50％者
本節包括其他固體糖、糖漿、人造蜂蜜及焦糖。

(Ａ)其他糖類
本項所稱其他糖類不包括第 17.01 節之糖以及第 29.40 節之化學級純糖，且為固體糖（包括粉末）不論是否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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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添加香料或色素者。本節之主要糖類有下列各項：
（1）乳糖（又稱牛乳糖）（C12H22O11）存於牛乳中，其商品乃由乳清製得。本節包括工業級及化學級純乳糖。
此類產品所含乳糖（意指無水乳糖），以乾體計，重量應超過 95％。為了計算產品內所含乳糖重量百分
比率，所稱「乾體」係將游離水及結晶水予以排除。得自乳清之產品且其所含乳糖（意指無水乳糖），
以乾體計，重量等於或低於 95％者，不列入本節。（通常列入第 04.04 節）
（2）轉化糖是天然蜂蜜之主要成分，其商品通常是將純化蔗糖溶液水解製造之，包含有等重量之葡萄糖和果
糖。轉化糖呈固體化或黏稠漿狀（參見(Ｂ)項），使用於製藥界、製麵包業、果實蜜餞製造業、人造蜂
蜜業及釀造工業。
（3）葡萄糖存在於天然果實及蜂蜜中，和等份量之果糖一起形成轉化糖。
本節包括右旋糖（化學級純葡萄糖）及商用葡萄糖。
右旋糖（C6H12O6）為白色結晶性粉末，使用於食品及製藥工業。
商用葡萄糖是以酸及（或）酵素水解澱粉製得，通常除含有右旋糖外，尚含有不同比例之二、三及其他
多糖類（麥芽糖、麥芽三糖等），其還原糖含量（以乾重計之右旋糖表示）不少於 20％。商用葡萄糖通
常呈無色而稍黏稠液體（葡萄糖漿，參見(Ｂ)項）、塊狀、餅狀（結塊葡萄糖）或無定形粉末。主要使
用於食品工業、釀造業、煙葉發酵及製藥業。
（4）果糖（C6H12O6）和葡萄糖一起大量存在於甜果實及蜂蜜中，商用果糖乃由商用葡萄糖（如玉米糖漿）、
蔗糖或菊芋糖（存在於天笠牡丹及菊芋根部之主要物質）之水解物製得。果糖呈白色結晶粉末或黏稠糖
（參見(Ｂ)項），比一般糖（蔗糖）甜，尤適合治療用。本節包括商用及化學級純果糖。
（5）其他類蔗糖，是指甜菜及甘蔗以外之來源所製得之蔗糖，其中最重要者為楓糖，是從楓樹（主要產地為
加拿大及美洲東北部）之汁液製得。常將該汁液濃縮，未純化下結晶以保留非糖分，使其帶有美好風味。
亦有以糖漿狀出售（參見(Ｂ)項）。其他蔗糖（參見(Ｂ)項）是從甜高粱、稻子豆、棕櫚等製得。
（6）麥芽糊精（麥芽糊精）之製程和商用葡萄糖相同，含有不同比例之麥芽糖及多糖類，但其水解程度低，
因此其還原糖含量比商用葡萄糖少。本節僅包括還原糖含量以乾重計之右旋糖計，介於 10％與 20％間
之產品。還原糖含量不超過 10％者列於第 35.05 節。麥芽糊精一般呈白色粉末，也以糖漿狀銷售（參見
(Ｂ)項）。其主要用途有嬰兒食品及低熱量醫療食品之製造，供做香料或食用色素之混合劑及製藥之擔
體。
（7）麥芽糖（C12H22O11），工業上利用麥芽糖澱粉酶水解澱粉製成，呈白色結晶粉末，使用於釀造工業。本
節包括商用麥芽糖及化學級純麥芽糖。

(Ｂ)糖漿
本項包括所有糖類（包括乳糖漿及其水溶液，但不包括第 29.40 節化學級純糖之水溶液）之糖漿，且不得含
有添加香料或色素者（參見第 21.06 節之註解）。本節除包括（A）項之糖漿〔例如葡萄糖（澱粉）糖漿、果糖漿、
麥芽糊精糖漿、轉化糖漿及蔗糖漿〕外，尚包括下列各項：
（1）本章所列糖類溶解於水而成之單純糖漿。
（2）由甜菜、甘蔗等萃取糖分時所得之汁液和糖漿。此類汁液和糖漿可能含有雜質，例如果膠、硬蛋白質、
礦物鹽等。
（3）含有蔗糖及轉化糖之餐桌用或調味用糖漿，此種糖漿係以糖純化時結晶及分離出精製糖後所殘留之糖
漿、甘蔗糖或甜菜糖，將其蔗糖之一部分轉化或添加轉化糖而製成。

(Ｃ)人造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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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蜂蜜」是指蔗糖、葡萄糖或轉化糖中添加香料或色素以模仿天然蜂蜜而成之混合物。本節亦包括天然
和人造蜂蜜之混合物。

(Ｄ)焦糖
焦糖是指具有芳香味之褐色非結晶性物質，其可呈漿狀液體或固體，通常呈粉末狀。
由糖類（通常為葡萄糖或蔗糖）或糖蜜，在 120～180℃之適當時間熱解製成。依製程之不同可得一系列之產
品，包括由焦化糖（或糖蜜）之具有高度含糖量者（以乾品計約 90％），至著色焦糖之具有極低含糖量者。
焦化糖或糖蜜使用作香料，尤其供作甜點，冰淇淋或西點麵包產品之製造。著色焦糖，因大部分之糖份轉化
成褐變色素（一種著色劑），故可使用作著色物質，例如餅乾製造、釀造及非酒精性飲料之製造。

17.03-由提煉或精製糖而取得之糖蜜（＋）。
1703.10-甘蔗糖蜜
1703.90-其他
本節之糖蜜僅限於糖之提煉或精製時取得者，大部分得自甜菜或甘蔗糖之提煉或精製，或玉米之果糖製造時
之常見副產品。此種糖蜜呈褐色或黑色黏稠性，含有多量不易結晶之糖，但可製成粉末狀。
甜菜糖蜜通常不供食用，但精製之甘蔗糖蜜或玉米糖蜜適合於人類食用，並以食用糖蜜或餐桌用糖銷售。糖
蜜之主要用途可供作醇類或酒精飲料之原料（例如由甘蔗糖蜜製成之蘭酒）、家畜飼料及咖啡替代品之製造，也
可供提煉糖分。
本節之糖蜜可為脫色、著色或添加香料者。

。
。。

目註解：
第 1703.10 目
甘蔗糖蜜依其味道及化學組成與第 17.03 節之其他糖蜜有所區別。

17.04-糖食（包括白色巧克力），不含可可者。
1704.10-口香糖，不論是否外包糖衣
1704.90-其他
本節包括以固體或半固體銷售之大部分糖製品，通常當直接消費，一般指甜食，糕點或糖果。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含有糖之膠（包括加糖之口香糖及其類似品）。
（2）硬糖（包括含有麥精者）。
（3）牛奶糖、口香片、砂糖糖果、牛軋糖、軟糖、糖衣扁桃仁、橡皮糖。
（4）扁桃仁糖（Marzi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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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質上由糖（不論是否含有白明膠、澱粉或細粉等其他食料），及調味劑（包括具有醫藥性質之物質，
諸如：苯甲醇、薄荷腦、桉葉醇及妥路香膠）組成之喉片或咳嗽糖製品。但喉片或咳嗽糖製品，除調味
劑外，若另含有其他具有醫藥性質之物質，且其於每片或錠之含量足以供治療或預防疾病用者，則歸屬
於第三十章。
（6）白色巧克力之成分由糖、可可脂、乳粉及香料等組成，但不得含有極微量之可可（可可脂不被視為可可）。
（7）甘草精含有以重量計超過 10％蔗糖含量（呈餅狀、塊狀、棒狀、片狀等）。若製成糖食（不論添加香
料與否）時甘草精不論其蔗糖含量比例多少均列入本節中。
（8）作成糖食態之果凍及果糊。
（9）含少量或不含脂肪之糖糊，可直接轉製成本節之糖食，亦可用於作為本節或其他節製品之填塞物，例如：
（a）由蔗糖、蔗糖漿或葡萄糖或轉化糖漿，不論是否添加香料所製成之軟糖糊，供製做軟糖，當糖果
或巧克力之填塞物等。
（b）糖、水和膠質物（例如蛋白）充氣混合而成之牛軋糖糊，有時添加有少量脂肪，無論是否添加堅
果、果實或其他適當蔬菜產品，供製做牛軋糖，當作巧克力之填塞物等。
（c）以扁桃仁和糖為主製成之扁桃仁糖膏，供製做扁桃仁糖（Marzipan）。
（10）以天然蜂蜜為基料製成之糖食（例如，“酥糖”）。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甘草精（尚未製成糖食），含有以重量計 10％或以下之蔗糖（第 13.02 節）。
（b）含有可可之糖製品（第 18.06 節）（可可脂不被視為可可）。
（c）加糖食品，例如糖漬蔬菜、果實、果皮等（第 20.06 節）及果醬、果凍等（第 20.07 節）。
（d）糖果、口香糖及類似品（尤其為糖尿病患食用者）含有合成甜味料（例如山梨醇）以替代糖；含有大量
添加脂肪之糖膏，有時添加牛乳和堅果，不適於直接轉製成糖食（第 21.06 節）。
（e）第三十章之醫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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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 04.03、19.01、19.04、19.05、21.05、22.02、22.08、30.03 或 30.04 節之製品。
2.─第 18.06 節包括含有可可之糖食，及本章註一規定以外之其他含有可可之食品。

總

則

本章包括各式各樣的可可（包括可可豆）、可可脂（脂狀及油狀）及含有可可（含量不拘）之製品，但不包
括下列各項：
（a）第 04.03 節之凝態發酵乳及其他產品。
（b）白色巧克力（第 17.04 節）。
（c）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40％之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列名調
製食品，及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5％之第 04.01 至 04.04 節物品製成之未列名
調製食品（第 19.01 節）。
（d）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不超過 6％之膨化或焙製穀類產品（第 19.04 節）。
（e）含有可可之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焙製西點（第 19.05 節）。
（f）含有任何成分之可可之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第 21.05 節）。
（g）供立即飲用之含可可飲料，不論其含酒精成分與否（例如“Creme de cacao”）（第二十二章）。
（h）醫藥製品（第 30.03 或 30.04 節）。
本章也不包括可可鹼（theobromine），一種由可可中提煉之生物鹼（alkaloid）（第 29.39 節）。

18.01-生或焙製之全粒或碎粒可可豆。
可可豆，為可可樹（Theobroma cacao）果實（可可莢）中之種子（每一果莢含 25 或 80 顆種子），呈扁橢圓
形，色澤為紫或類紅色，有脆而硬之外殼及一層極薄帶有白色的內皮，使可可豆分成若干片。
為減除其微苦之味，增加其芳香，並易於脫殼，可可豆每予發酵，或交替地用電氣蒸或乾燥。經培製以便脫
殼，並使果仁脆鬆，增加濃度及芳香。然後經過波浪滾筒，將豆壓碎並分離果芽；其後再由破碎之果仁（可可豆
碎片）剔除果殼、莢皮及果芽。
本節包括生或已焙製之粒狀或碎粒可可豆，（不論已否剔除外殼、莢皮、果衣或果芽）。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外殼、莢皮及其他可可廢料（第 18.02 節）。
（b）可可豆碾磨至糊狀者（第 18.03 節）。

18.02-可可外殼、莢皮及其他可可廢料。
本節包括製造可可粉或可可脂時之剩餘物，某些廢料可用於進一步供提煉可可脂，所有廢料可用於提煉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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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此等剩餘物亦可少量混入動物飼料中。廢料碾磨後也可代替可可粉，具有可可氣味，但卻無可可的香味。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外殼、莢皮，在焙製及碾碎可可豆之生產過程中剔出者。其中含有零碎之果仁（附著於外殼、莢皮無法
剔清者），因此尚可在其中提煉少量可可脂。
（2）可可芽，可可豆通過所謂「去芽機」而得者，實際上並不含有可可脂。
（3）可可粉屑及可可外殼碎屑，通常所含之脂肪量，尚有提煉經濟價值者。
（4）可可餅（自含有果仁碎片之外殼、莢皮廢料或整顆可可豆提煉可可脂以後所形成者）。類可可餅含有少
量外殼、莢皮之碎片，因此不適於製造可可粉或巧克力。
本節不包括自可可膏提煉可可脂後所形成之不含外殼、莢皮之可可餅（第 18.03 節）。

18.03-可可膏，不論是否脫脂。
1803.10-未脫脂
1803.20-全部或部份脫脂
可可膏係將經過焙製之可可（已剔清外殼、莢皮及果芽），以加熱之磨床、或蝶形壓碎機碾磨而成。製品形
狀呈粒狀、小堆或塊狀。此種形狀之可可膏可為糖果業者所採用，惟一般用途為製造可可脂、可可粉及巧克力。
本節亦包括經過全部或部份脫脂之可可膏（可可餅）；此可可膏係製造可可粉或巧克力之用，間或用以製造
可可鹼。
本節不包括加糖或甜味料之可可膏（第 18.06 節）。

18.04-可可脂，脂及油。
可可脂係可可豆中之脂肪物質，通常將可可膏或整粒可可豆加熱壓榨而成。劣質之可可脂係從腐敗之可可豆
或可可廢料（外殼、莢皮、粉屑等）中經壓榨或以適當之溶劑提煉而得。
在常溫中，可可脂為固體，略帶油質，色澤呈黃白色，氣味與可可相似，有令人愉快之香氣。通常以板狀進
口，並用於巧克力製造業（濃化可可膏）；糖果業（用以製造若干種甜品）；香料業用以製造香料（用吹取花香
之方式）；化粧品製造業用以製造化粧品；製藥業用以裝造油膏，栓藥等。

18.05-可可粉，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可可粉係以第 18.03 節之部份去脂之可可膏經碾磨而成。
本節所包括可可粉，不加糖或其他甜味料。本節包括之可可粉特別得自芽尖、膏或粉，經過鹼性物質（碳酸
鈉或碳酸鉀等）處理以增加其溶解性（可溶性可可）者。
加糖或其他甜味料之可可粉，及加奶粉及消化蛋白質（peptones）之可可粉，列入 18.06 節。但可可粉僅作為
醫藥製劑中之調劑或和藥之物質者，列入第 30.03 或 30.04 節。

18.06-巧克力及其他含有可可之食品（＋）。
1806.10-可可粉，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1806.20-其他調製品成塊狀、板狀或棒狀重量超過二公斤者或液狀、膏狀、粉狀、粒狀或
其他散裝在其容器內或內包裝內之容量超過二公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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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呈塊狀、板狀或棒狀者：
1806.31--有填塞物者
1806.32--無填塞物者
1806.90-其他
巧克力之主要成分為可可膏及糖或其他甜味料，通常加香料及可可脂；有時以可可粉及蔬菜油代替可可膏。
有時另加入奶粉、咖啡、榛子果實（hazelnut）、扁桃仁、橙皮等。
巧克力及巧克力製品，指製成塊狀、板狀、錠片、棒狀、菱形、球形、小粒或粉末，或中間夾有奶油、水果、
烈酒等之巧克力產品。
本節亦包括含有任何巧克力成分之甜食（包括巧克力杏仁糖），加糖之可可粉、巧克力粉、巧克力塗醬，及
所有含有可可之調製食品（本章註解總則所述不包括於本章之內之製品除外）。
加入維他命之巧克力亦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
（a）白色巧克力（由可可脂、糖及奶粉組成）（第 1704 節）。
（b）包裹巧克力之餅乾及其他烘製食品（第 1905 節）。

。
。。

目註解：
第 1806.31 目
本目「有填塞物者」包括以乳油、crusted sugar、脫水椰子、果實、果糊、再製酒（利口酒）、扁桃仁糖（Marzipan）、
堅果、牛軋糖、牛奶糖或以上之組合物為餡，其外包裹巧克力而成之塊狀、板狀或棒狀產品。實心的塊狀、板狀
或棒狀巧克力，含有例如，穀類、果實或堅果（不論是否為碎片狀）遍佈地埋入巧克力中者，不被視為「有填塞
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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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除第 19.02 節之填塞產品外，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
椎動物，或其任何組合之調製食品（第十六章）。
（b）粉或澱粉製之餅乾或其他產品，專供動物飼料用者（第 23.09 節）；或
（c）第三十章之藥品或其他貨品。
2.─第 19.01 節為：
（a）所稱「碎粒」係指第十一章穀類粗碾去殼之碎粒；
（b）所稱「粉」及「細粒」係指：
（1）第十一章穀類粉及細粒，及
（2）其他章之植物性粉、細粒及細粉，但不包括乾蔬菜粉、細粒及細粉（第 07.12 節），馬鈴薯粉、細
粒及細粉（第 11.05 節），或乾豆類蔬菜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3.─第 19.04 節不包括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超過 6％或整體裹以巧克力之調製品或第 18.06
節之其他含可可調製食品（第 18.06 節）
4.─第 19.04 節「其他調製」指調製處理過程超出第十或十一章章註或其各稅號所規定者。

總

則

本章包括通常用為食品之許多調製產品，這些調製產品直接以第十章之穀物、第十一章之產品、或其他章植
物性之食物粉、細粒及細粉（穀類粉、碎粒及細粒，澱粉，果實或其他植物粉、細粒及細粉）或第 04.01 至 04.04
節貨品製得。本章還包括糕餅產品及餅乾，不論是否含粉、澱粉或其他穀物產品。
本章註 3 及第 19.01 節所言之產品，可可含量通常可用可可鹼與咖啡鹼之總含量乘以 31 來計算。
應注意者，所指「可可」涵蓋任何形態之可可，包括糊狀或固態。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19.02 節之填塞產品除外）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
脊椎動物，或其任何組合之調製食品（第十六章）。
（b）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在 40％或以上之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
列名調製食品及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在 5％或以上之第 04.01 至 04.04 節物品製成
之未列名調製食品（第 18.06 節）。
（c）含有任何咖啡成分之焙製咖啡代用品（第 09.01 節）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如焙製之大麥）（第 21.01
節）。
（d）製造軟凍、餐點、冰淇淋或類似調製品所用之粉末，但非以粉、細粒、澱粉、麥芽精或第 04.01 至 04.04
節所列商品為基料調製者。（通常列入第 21.06 節）。
（e）以粉或澱粉所製成之產品，專供動物飼料用者（如狗食餅乾）（第 23.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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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第三十章之藥品及其他產品。

19.01-麥芽精；由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未列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
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40％者；以第 04.01 至 04.04 節物品製成之未列
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5％者。
1901.10-嬰兒或幼童調製品，供零售用
1901.20-供製作第 19.05 節烘製食品用之混合料及麵糰
1901.90-其他
（Ⅰ）麥芽精（malt extract）。
麥芽精係將麥芽浸入清水所得之麥芽溶液，經濃縮而得。不論其形狀為塊狀、粉狀或任何程度之粘稠狀
液體均列入本節。
麥芽精加入卵磷脂（lecithin）、維他命、鹽類等，如未構成列入第三十章之醫藥製劑者仍列入本節。
麥芽精之主要用途，為製造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或烹飪食品，或製造藥物。粘稠液狀體之麥芽精
亦可供糕餅業者或紡織業之用，而毋須進一步加工。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17.04 節之含有麥芽精之糖食。
（b）以麥芽為基料釀造之啤酒及其他飲料（如麥芽酒 malton）（第二十二章）。
（c）麥芽酵素（malt enzymes）（第 35.07 節）。
（Ⅱ）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低於 40％之粉、碎粒、細粒、澱粉或麥芽精製成之
未列名調製食品。
本節包括許多種以粉、碎粒或細粒、澱粉或麥芽精為基料之調製食品，不論其所含之這些基料是否重
量最重或體積最大，但這些基料構成了調製食品之基本特性。
其他物質亦可加入這些主要成分中，例如乳、糖、蛋、酪蛋白、白蛋白、脂肪、油、香料、麵筋、色
素、維生素、果實、或提升食用價值之其他物質，或可可，最後一項可可之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
計算）必須低於 40％（參見本章註解總則）。
注意：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上述任何組合之調製食品超
過 20％者除外（第十六章）。
本節所稱：
（A）「粉」及「細粒」，不僅指列入第十一章之穀類粉或細粒，同時指列入任何一章之植物性粉、細粒
及細粉，例如黃豆粉。但不包括乾蔬菜粉及細粒（第 07.12 節），馬鈴薯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5
節）或乾豆類蔬菜之粉及細粉（第 11.06 節）。
（B）「澱粉」，包括未轉化（untransformed）澱粉及預糊化（Pregelatinised）或可溶性（solubilised）澱粉，
但不包括進一步加工之澱粉產品，例如，麥芽糖糊精（dextri-maltose）。
本節之製品，可能為液狀或粉狀、顆粒狀或麵糰狀，或為其他固體狀，如細長條形或圓盤狀。
此類製品經常與乳類或水混合或與之共煮，以便製成飲料、粥、嬰兒或幼童食品、醫療食物等或供
製造糕餅、布丁、卡士達(custards)或類似烹飪食品。
此類製品亦構成食品工業之中間製品。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製品，例如：
（1）乳類摻入糖及粉之混合料，經蒸發而製成之粉。
（2）含蛋粉、奶粉、麥芽精及可可粉等混合料之調製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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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點（Racahout），一種以米粉、各類澱粉、甜橡實（sweet acorns）粉、糖及可可粉製成，並添加香
草調味者。
（4）以穀類粉與果實粉混合，一般添加可可粉，或以果實粉加入可可粉之混合料所調製之食品。
（5）含有奶粉及麥芽精，不論加糖與否之麥乳（malted milk）及其類似食品。
（6）"Knodel"，"Knosse"，"Nockerln"等含粗粒小麥粉（semolina）、穀類粉、麵包粉、脂肪、糖、蛋、香辛
料、酵母、果醬，或果實等成分，然是類產品改以馬鈴薯粉（potato flour）為基者則列入第二十章。
（7）預混麵糰，主要由穀粉與糖、脂肪、蛋或水果組成（包括置於模型者，或已製成最終成品形狀者）。
（8）未烹飪義大利鬆餅(Pizza)，以義大利鬆餅基底皮（麵糰），上面覆有多種其他成分例如乾酪、蕃茄、
油、肉、鯷魚等所組成。然而，預烹飪或已烹飪義大利鬆餅歸列稅則第 1905 節。
除按本章註解總則規定不列入本章之物品外，本節亦不包括：
（a）第 11.01 或 11.02 節之自發性（self-raising）穀粉及「膨化」（"swelling"）（預糊化）穀粉。
（b）混合穀粉（第 11.01 或 11.02 節），混合乾豆類蔬菜粉及細粒以及混合水果粉、細粒或細粉（第 11.06
節），而未以其他方法調製者。
（c）第 19.02 節之麵食（pasta）及北非麵食（couscous）。
（d）樹薯粉（tapioca）及其代用品（第 19.03 節）。
（e）完全或部分烹調之烘製食品，後者在食用前須再進一步烹煮（第 19.05 節）。
（f）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第 21.03 節）。
（g）湯類及其調製品及均質混合調製品（第 21.04 節）。
（h）組織化（textured）之植物蛋白質產品（第 21.06 節）。
（ij）第二十二章之飲料。
（Ⅲ）以第 04.01 至 04.04 節物品製成之未列名調製食品，未含可可或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
低於 5％者。
本節之調製食品與第 04.01 至 04.04 節所列者不同之處，在於自然奶品成份上，本節包括了前述諸節不予列入
之成份。因此第 19.01 節包括之製品，例如：
（1）供作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之粉狀或液狀調製食品含有乳類及添加次要成份者（例如粗碾去殼之穀類、
酵母）。
（2）以別的物質（如油酸脂肪）取代乳之一種或多種成份（如酪酸脂肪）所得之乳製品。
本節之產品可具甜味，亦可含可可，但不包括具糖食特性之產品（第 17.04 節）、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
為基礎計算之可可）在 5％或以上之產品（參見本章註解總則）（第 18.06 節）及飲料（第二十二章）。
本節亦包括製造冰淇淋之混合物及基料（如粉末），但冰淇淋及其他以乳成分為基料之食用冰除外（第 21.05
節）。

19.02- 粉條，不論是否烹飪或夾餡（帶肉或其他物質）或調製，例如不論是否調製之西式麵條、
通心麵、中式麵條、寬平麵條、煎餅、餃子、春捲；北非粉條。
-未烹飪之粉條，未夾餡或未調製者：
1902.11--含蛋者
1902.19--其他
1902.20-夾餡粉條，不論是否烹飪或調製者
1902.30-其他粉條
1902.40-北非粉條（cousc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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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列之粉條（pasta），係以粗粒小麥粉（semolinas）、小麥粉或玉米、米、馬鈴薯之粉末所製成之未經
醱酵之產品。
這些粗粒小麥粉或穀粉（或其互相混合料）混之以水、揉成麵糰，有時亦另加入其他成份（如細碎蔬菜、蔬
菜汁或蔬菜濃湯、蛋、牛奶、麵筋、澱粉酵素、維他命、色素、香料）。
麵糰再製成（例如擠出後切割、滾碾後切割、壓出、模製、在迴轉桶中凝聚成塊）特定之形狀（例如管狀、
細條狀、細絲狀、海扇殼形、珠串形、顆粒形、星狀形、彎肘形、英文字母狀等）。在製造過程中有時亦加入少
量油。產品常因形狀而得名（例如通心麵、Tagliatelle、西式麵條、中式麵條）。
此項產品在銷售前先經乾燥以利運輸、貯藏及保存；在此乾燥狀態下，脆而易碎。本節亦包括未經乾燥（如
潮濕或新鮮）及冷凍產品，例如新鮮煎餅及冷凍餃子。
本節所列之粉條，或經烹飪，或填塞肉、魚、乾酪或其他物質為餡，或經調製（例如含有蔬菜、醬油、肉等
其他成份之調理食品）。烹飪可以軟化麵食，並且不改變其原有型態。
夾餡粉條，或為密合（例如餃子），或兩端露空（例如春捲），或為層狀者，如寬平麵食（lasagne）。
本節亦包括經熱處理之粗小麥粉（semolina）所製成之北非粉條（couscous）。它或經烹飪，或經調製（如加
入肉、蔬菜和其他成分以原有名稱稱呼此類麵食）。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除夾餡粉條外，其他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或其任何組合之調製食品（第十六章）。
（b）含粉條（pasta）之湯類及其調製品（第 21.04 節）。

19.03- 由澱粉製成之粉片狀、粒狀、珍珠狀，經篩濾之粉狀或類似形狀之樹薯粉及其代用品。
本節包括可供食用之產品，以葛粉澱粉（樹薯粉）、西米澱粉（西米）、馬鈴薯澱粉（穀粉、馬鈴薯樹薯粉、
馬鈴薯西米）製成，或由類似之澱粉（葛蘭莖 arrow-root、沙列布根 salep、絲蘭 yucca 等）製成者。
製造法為以澱粉混以水，調成厚糊，經濾器或篩盤，滴於溫度達攝氏 120 至 150 度間之金屬盤上，此項滴粒
成顆粒或薄片，或再予以碾碎或製成顆粒。另一製造方法，則以澱粉之厚糊，以蒸氣加熱之容器來凝聚成塊
（agglomerated）。
此項產品以細片狀、粒狀、珍珠狀、過篩物狀、籽仁狀或類似形狀供市場銷售。其係用於濃湯、布丁或食療
食品之調製。

19.04- 膨化或焙製之穀類調製食品（例如：玉米片）
；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粒狀、片狀或其
他加工（粉、碎粒及細粒除外）之未列名穀類〔玉蜀黍（玉米）除外〕產品
1904.10-膨化或焙製之穀類調製食品
1904.20-未經焙製穀類片之調製食品或未經焙製穀類片及經焙製之穀類片或膨化穀類混
合而成之調製食品
1904.30–布格麥食（Bulgur wheat）
1904.90-其他
（A）膨化或焙製之穀類調製食品（例如：玉米片）。
本組包括之一系列食品，係以穀類（玉米、小麥、米、大麥等）經膨化或焙製，使之脆而易碎。其主要
用途係作為早餐食品，不論加牛奶與否。此類食品在製造時或製造後可另加入鹽、糖、糖蜜、麥芽糖、果實
或可可（見本章章註 3 及註解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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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包括以穀粉或麩皮，經膨化或焙製過程製成之類似食品。
玉米片係以除去果皮及胚芽後之玉米粒加入糖、鹽、及麥芽精，然後以蒸氣蒸軟，碾壓成片，再於旋轉
爐中焙乾而成。同樣製作過程亦可應用於小麥或其他穀類。
本組亦包括「爆米花」及「爆小麥花」。這類產品係將穀粒置入潮濕之加熱的壓力艙，突然失去壓力，並立
即噴入冷空氣中，使穀粒爆脹至原有形狀數倍之大。
本組更包括鹹脆食品，係將浸濕穀粒（完整或碎粒）加熱使之膨化，然後不斷噴灑由蔬菜油、乾酪、酵
母精、鹽及味精混合之調味料製成。惟類似食品，由麵糰製成並經油炸者，不列入本節（第 19.05 節）。
（B）未經焙製穀類片之調製食品或未經焙製穀類片及經焙製之穀類片或膨化穀類混合而成之調製食品。
本組包括未經焙製穀類片之調製食品或未經焙製穀類片及經焙製之穀類片或膨化穀類混合而成之調製
食品。此等產品（時常被稱為“美滋力（musli）”）可含有乾果、堅果、糖、蜂蜜等，常用為早餐食品。
（C）– 布格麥食（Bulgur wheat）
此類包括呈加工穀粒（worked grains）形狀之布格麥食，係由硬質小麥穀粒經煮熟後乾燥，脫殼或去皮，
然後打碎、粗磨或碾磨，最後過篩而成大小不一之布格麥食。布格麥食亦可為整粒之形狀。
（D）其他穀類〔玉蜀黍（玉米）除外〕產品，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者。
本組包括預煮（pre-cooked）或其他方式調製之榖物粒（包括碎榖物粒）。因而，本組包括，例如：
經過完全或部分預煮後脫水、而改變米粒結構之米。完全預煮米（fully pre-cooked rice）只須泡入水中煮沸即
可食用，而部分預煮米（partially pre-cooked rice）則須煮沸 5 至 12 分鐘方可食用。同時，本組之產品亦包括
在預煮米中加入蔬菜或調味料等其他成分之製品，但所添加成分不得改變米製品之特性。
本節不包括經第十章或第十一章所規定方式加工處理之穀物粒。

*
**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被覆或其他方式而含糖之調製穀類食品，具有糖食之特性者（第 17.04 節）。
（b）含可可重量（以完全脫脂可可為基礎計算）超過 6％或整體裹以巧克力之調製品或第 1806 節之其他含
可可調製食品（第 18.06 節）。
（c）調製的食用玉米穗軸及穀粒（第二十章）。

19.05- 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烘製食品，不論是否含有可可；聖餐餅、盛裝藥物用之
空囊、封緘糯米紙、米紙及其類似產品。
1905.10-脆麵包
1905.20-薑餅及其類似品
-甜餅乾；鬆餅及薄餅：
1905.31-甜餅乾
1905.32-鬆餅及薄餅
1905.40-乾麵包、烘焙麵包及類似烘焙製品
1905.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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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麵包、糕餅、蛋糕、餅乾及其他烘製食品；不論是否含有可可。
本節包括所有烘製食品。此項食品最常見成分是穀粉、酵母，及鹽，但有時亦可加入其他成分，例如：
麵筋、澱粉、豆類植物粉、麥芽精或乳、籽仁（例如罌粟子、香菜子、茴香子）、糖、蜜、蛋、脂肪、乾酪、
果實、任何比例之可可、肉、魚、烘製業所用之「改良劑」等，加入「改良劑」之主要目的，為使易於製成
麵糰，加速醱酵，提高麵包品質，或美化其外貌，並可久藏。本節之產品亦可由馬鈴薯粉、細粒或細粉為基
料之麵糰製得。
本節包括下列產品：
（1）普通麵包，通常只包含穀類粉、酵母及鹽。
（2）供糖尿病患用之麩皮麵包（gluten bread）。
（3）未醱酵麵包（Unleavened bread or matzos）。
（4）脆麵包（即所謂之麵包片：Knackerbrot）是一種乾而脆之麵包，通常是薄長方形或圓長尖棒形，係以
黑麥（rye）、燕麥、大麥或小麥之粉，細粒或去殼整粒所製成之麵糰，利用酵母、酸麵糰或其他醱酵
劑或以壓縮空氣醱酵，其所含水份重量不超過 10％。
（5）乾麵包（rusks）烘焙麵包及類似之烘焙製品，不論是否切片或磨碎，也不管是否添加奶油或其他脂肪、
糖、蛋或其他營養物質。
（6）薑餅（gingerbread）及其類似品，係一種海棉狀，經常具有彈性的產品。以黑麥粉或小麥粉，甜味料（例
如蜜、葡萄糖、轉化糖、精製糖蜜）及香料或調味料所製成，不論是否加入蛋黃或水果。某些種類之薑
餅塗有巧克力或以脂肪及可可之調製品所製成之糖衣，其他種類之薑餅則可能含有糖或塗有糖。
（7）椒鹽餅乾（pretzels），如脆而光滑且鹹的蘇打餅乾，係以長圓柱狀的麵糰所製成，經常捲成類似英文
字母「Ｂ」的形狀。
（8）餅乾通常係以粉和脂肪所製成，可能加入糖或下述第 10 項所提之某些物質。此類產品，烘焙時間較長，
以增進保存品質，通常裝於密封之包裝內。它包括下列各種種類：
（a）不夾餡餅乾，它含少許或不含甜味料，但脂肪含量高，此類產品包括奶油蘇打餅乾及行軍式口糧
（water biscuits）。
（b）甜餅乾，係可以長久保持品質之烘製細點，以粉、糖或其他甜味料和脂肪（這些成分之重量至少
佔產品之 50％）為基本材料，不論是否含有另外加入之鹽、扁桃仁、榛子、香料、巧克力、咖啡
等。最終成品之含水重量必須等於或少於 12％，含脂肪重量最高達 35％（測定這些成分含量時，
餡及塗佈物不予計入），市售餅乾通常不夾餡，但有時候可能含有固體或其他餡兒（糖、植物油、
巧克力等）。這些食品幾乎都是工業製造產品。
（c）鹹的、加鹽的餅乾，通常含少量蔗糖。
（9）窩伏兒餅（waffles）及威法餅（wafers），為夾在模型金屬板中間烘焙成之烘製細點。此類也包括可能
經滾碾之窩伏兒餅片產品，含有二層或多層薄餅夾餡製成之窩伏兒餅（waffles），麵糰經由特殊機器
抽出製成（例如圓椎形之冰淇淋杯）。最終成品之含水量必須等於或少於 10％。窩伏兒餅（waffles）
也可能塗有巧克力。兩種餅十分相似。
（10）糕餅和蛋糕，所含成分例如粉、澱粉、乳酪或其他脂肪、糖、乳、乳油、蛋、可可、巧克力、蜂蜜、
水果、甜烈酒、白蘭地、白蛋白、乾酪、肉、魚、香料、酵母或其他醱酵劑。
（11）非粉所製成之一些烘焙製品（例如以蛋白及糖所製成之蛋白甜餅（meringues））。
（12）薄鬆餅乾（Crepes）及薄煎餅（pancakes）。
（13）烤薄餅（Quiche），由醱麵外皮及餡所組成，餡之成分例如乾酪、蛋、乳酪、乳油、鹽、胡椒、肉豆
蔻種子中之核仁。洛林烤薄餅（Quiche lorraine）的餡則有燻肉與火腿。
（14）義大利脆餅（pizza）（預烹飪或已烹飪），以義大利鬆餅基底皮（麵糰），上面覆有多種其他成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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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乾酪、蕃茄、油、肉、鯷魚等所組成。然而，未烹飪義大利脆餅歸列稅則第 1901 節。
（15）脆鹹食品，例如以馬鈴薯粉、細粒或細粉，或玉米細粒為基料之麵糰經添加含有乾酪、味精和鹽混合
物之調味料，用植物油炸熟供食用之製品。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產品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其任何組合
之調製食品（例如含肉餡餅）（第十六章）。
（b）第 2005 節之產品。
（B）聖餅（communion wafers），盛裝藥物用之空囊、封緘紙（sealingwafers）、米紙及其類似產品。
本節包括之多種產品，係以粉或澱粉糊，一般經過烘焙製成之碟形或片形之製品，其用途甚廣。
聖餅係以極純之小麥麵粉糊，夾在鐵板中間烘焙煮成之薄而圓之餅片。
盛裝藥物用之空囊，係以粉或澱粉糊製成之小淺杯形物，為成對配合之容器。
封緘糯米紙，係以烘焙及乾燥之糊狀薄片切割而成，亦有經染色，或另加黏性物質者。
米紙，為粉或澱粉糊經焙乾之薄片，用以包裝糖果之用，特別為牛軋糖（nougat）。本產品與以棕櫚樹
蕊切成薄片之所謂「米紙」者名同實異，不可混為一談（見第 14.04 節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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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份之調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以第七、第八及第十一章所規定方法調製或保存之蔬菜、水果或堅果；
（b）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以上各物
之混合調製食品（第十六章）；
（c）烘製食品及其他 19.05 節之產品；或
（d）第 21.04 節之均質混合調製食品。
2.─第 20.07 及 20.08 節不包括製成糖食（sugar confectionery）之果凍、果糊、裹糖杏仁或其他類似品製成之糖食（第
17.04 節）及巧克力糖果（第 18.06 節）。
3.─第 20.01、20.04 及 20.05 節視情況而定包括第七章或第 11.05 或第 11.06 節以註 1（a） 所規定外之方法調製或
保藏之產品，不包括第八章產品之粉、細粒及細粉。
4.─番茄汁所含蕃茄之乾重量在 7％或以上者，列於第 20.02 節。
5.─第 20.07 節所稱之「經熬煮所得」係指在大氣壓或減壓下熱處理，藉由減少水分或其他方法，增加產品之粘度
者。
6.─第 20.09 節所稱"未經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係指以容積計酒精強度（標準見第二十二章章註 2）不超過 0.5
％之果汁。
。
。。

目註：
1.─第 20.05.10 目所稱「均質蔬菜」指調製品由極均勻之蔬菜調製而成，供零售用適合作為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
療食物者，在容器內之淨重不超過 250 公克，採用此定義時即使為調味、保藏或其他目的而添加任何少量配
料均不予計較，此類調製品亦可能含有少量可見之碎蔬菜，第 20.05.10 目較第 20.05 節下其他各目優先適用。
2.─第 20.07.10 目所稱之「均質調製品」，係指調製品由極均勻之水果調製而成，供零售用適合作為嬰兒或幼童
食品或醫療食物者，在容器內之淨重不超過 250 公克，採用此定義時即使為調味、保藏或其他目的而添加任
何少量配料均不予計較，此類調製品亦可能含有少量可見之碎水果，第 20.07.10 目較第 20.07 節下其他各目優
先適用。
3.─第 2009.12、 2009.21、 2009.31、 2009.41、 2009.61 及 2009.71 目所稱之「糖度值 」係指由糖度比重計直接
讀取之糖度或由折射計測得之折射率，表示蔗糖含量百分比，其測試溫度應在 20℃，如非在 20℃測出者應予
校正。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酸漬蔬菜、果實、堅果及植物其他可食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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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糖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其他可食部份。
（3）經熬煮所得之果醬、果凍、果實或堅果果泥、果實或堅果果糊。
（4）均質調製或保存之蔬菜及果實。
（5）未醱酵或不含酒精或酒精強度不超過容積 0.5％之果實或蔬菜汁。
（6）以第七、八、十一章或本稅則其他章所規定方法外之其他方法調製或保存之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
他可食部份。
（7）第 07.14、11.05 或 11.06 節之產品（第八章產品之粉、細粒、及細粉除外）以第七或十一章規定方法以
外之方法調製或保存者。
(8) 用滲透脫水方式保藏之果實。
此類產品可能為整個、片塊或壓碎者。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重量超過 20％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其他任何組合之調
製食品（第十六章）。
（b）以西點製成之產品，例如有果餡之糕點（第 19.05 節）。
（c）第 21.04 節之湯類及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
（d）含酒精強度超過容積 0.5％之果實或蔬菜汁（第二十二章）。

20.01-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蔬菜、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食部份。
2001.10-黃瓜及小黃瓜
2001.90-其他
本節包括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存之蔬菜（見本章章註 3）、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可食部份，不論是否含鹽、
香料、芥茉、糖或其他甜味料。此類產品有時也含油或其他添加物。或散裝存放（桶、鼓狀容器等），或存於大
口瓶、瓶、馬口鐵罐、或密閉容器中供零售之用，本節包括若干調製品，稱為醃漬品、醃菜等。
本節包括之貨品與第 21.03 節之調味料不同之處，在於後者主要為液體、 乳狀液或懸浮液，其本身並不用來
直接食用，而是當作食物之副原料或用來調製某些食品。
本節所述之方法保存之主要產品為黃瓜、小黃瓜、洋蔥、蕃茄、花椰菜、橄欖、續隨子之蕾芽、甜玉米、朝
鮮薊、椰子心、山藥、胡桃及芒果。

20.02-酸漬除外調製或保藏蕃茄。
2002.10-蕃茄，整粒或片塊
2002.90-其他
本節包括整個之蕃茄或片塊。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存者（第 20.01 節）及第七章所規定者除外。本節以貯存
之容器則不論其之形式。
本節亦包括均質調製或保存之蕃茄（例如蕃茄泥、糊或濃縮物）及乾重量在 7％或以上之蕃茄汁。然本節不
包括蕃茄醬及其他蕃茄調味料（第 21.03 節）及蕃茄湯及其調製品（第 21.04 節）。

20.03-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菇類及麥覃。
2003.10-蘑菇屬之菇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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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菇類（包含莖）及麥覃。至於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存者（第 20.01 節）及第七章所規定者除
外。
本節之製品可能為整個、片塊（如薄片狀）或均質者。

20.04-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冷凍，第 20.06 節之產品除外。
2004.10-馬鈴薯
2004.90-其他蔬菜及蔬菜混合品
本節之冷凍蔬菜係指第 20.05 節所列非冷凍者（見該節之註解）。「冷凍」之解釋見於第七章總則註解。
本節所包括之一般商業產品舉例如下：
（1）馬鈴薯（炸馬鈴薯片或炸薯條），油炸或油炸至某種程度，然後冷凍者：
（2）冷凍甜玉米（附著穗軸上或粒狀者）、胡蘿蔔、豌豆等，不論是否事先烹煮，加入奶油或其他調味料，
裝於密閉容器（如塑膠袋中）者。
（3）以馬鈴薯粉為基料之冷凍"Knödel、"Klösse"、"Nockerln"。

20.05-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未冷凍，第 20.06 節之產品除外。
2005.10-均質蔬菜
2005.20-馬鈴薯
2005.40-豌豆（黑花紋蠶豆）
-豆類（Vigna spp., Phaseolus spp.）；
2005.51--去殼豆類
2005.59--其他
2005.60-蘆筍
2005.70-橄欖
2005.80-甜玉米（Zea mays var. saccharata）
-其他蔬菜及蔬菜混合品：
2005.91--竹筍
2005.99--其他
本節所稱之「蔬菜」僅限於本章章註 3 所述之產品。此類產品（不包括第 20.01 節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
蔬菜、第 20.04 節之冷凍蔬菜及第 20.06 節之糖漬蔬菜）以超過第七或十一章所列之方法調製或保藏者，均歸入本
節。
本節用以貯存之容器則不論其形式（經常裝於罐等或其他密閉容器中）。
此類產品，不論整個、片塊或壓碎者，可保存於水中、蕃茄調味料中或加入其他物質，可即時食用；亦可均
質或混合一起（沙拉）。
本節所包括之調製品舉例如下：
（1）經以蘇打液或在鹽水中長時浸漬處理而成之食用橄欖。（橄欖僅暫時保存於鹽水中者，則歸入（第 07.11
節）─見該節註解）。
（2）泡包心菜：切碎及鹽漬之包心菜經部份醱酵而成者。
（3）甜玉米（附著於穗軸上或粒狀者）、胡蘿蔔、豌豆等，經事先烹煮，或加入奶油或其他調味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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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馬鈴薯粉、鹽及少量味精製成之四方形薄片，利用連續的潮濕及乾燥的方法使部份糊化之產品，此類
產品油炸數秒後成「炸馬鈴薯片」，即可食用。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19.05 節之脆鹼食品。
（b）第 20.09 節之蔬菜汁。
（c）含酒精強度（以容積計）超過 0.5％之蔬菜汁（第二十二章）。

20.06-糖漬蔬菜、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部分（瀝乾、套以糖衣或糖霜者均在內）。
本節包括之製品，首先用沸水將蔬菜、果實、堅果、果皮或植物之其他部份予以處理（俟其軟化，以便糖分
漬入），然後再反復加熱至沸點，再貯存於糖漿中，逐漸增加糖分之濃度，直至充分地被糖分浸透，使能長久保
存。
此類製品，可能由整個果實或堅果（櫻桃、杏子、梨子、李子、栗子（蜜餞栗子）、胡桃等），果實之部份
品或片塊（橘子、檸檬、鳳梨等），果皮（香檬、檸檬、橘子、瓜等），植物之其他部份（白芷、生薑、山藥、
甘藷等）及花卉（紫羅蘭、含羞草等）所製造者。
瀝乾製品係用一種糖漿（轉化糖或葡萄糖與部份蔗糖之混合物）調製，此種糖漿暴露於空氣中不結晶。果實
經糖漿浸透後，瀝乾糖漿之多餘部份，使接觸時有黏稠感。
套以糖衣製品（glace products）係將瀝乾之製品浸入一種蔗糖糖漿中，當糖漿乾燥後成為薄而發光之外層。
糖霜製品（Crystallised Products），係將果實以蔗糖滲透，當乾燥後，在表面或其整體內外形成結晶體。
以糖保藏並放於糖漿中者，無論何種包裝，均不包括於本節（若為蔬菜，歸列第 20.02、20.03 或 20.05 節；若
為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可食部分，例如蜜餞栗子或薑，則歸列第 20.08 節）。
乾果（例如棗子及乾梅），即使已加入少量之糖，或表面覆蓋一層乾燥之天然糖（natural sugar）使得果實之
表面類似本節之糖霜水果，仍列入第八章。

20.07-經熬煮所得之果醬、果凍、橘皮果凍、果實或堅果果泥及果實或堅果果糊，不論是否加
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2007.10-均質調製品
-其他：
2007.91--柑橘屬水果
2007.99--其他
果醬之製造，係加入比例大約相等之糖分，將整個果實、果肉或某些蔬菜（如食用葫蘆、茄子）或其他製品
（如生薑、玫瑰花瓣）予以烹煮。當冷卻後，有適當之固定濃度及含有果實片粒。
柑橘醬（marmalades）為果醬之一種，通常係由柑橘屬植物果實調製而成。
果凍（fruit jellies）之調製為加糖烹煮果汁（由生或經烹煮之果實壓出），至製品逐漸冷卻而凝固。果凍之濃
度固定，透明，且不含果實片粒。
果實或堅果果泥（fruit or nut purees）為烹煮已篩過之果肉或堅果粉末，加糖或不加糖，至濃厚之程度。其不
同於果醬之處，在於有較高之果實含量及較平滑之濃度。
果實或堅果之果糊（fruit or nut pastes）（蘋果、榅桲、梨、杏、扁桃仁等）係由固體或幾近固體濃度之果泥
蒸煉而成。
本節之製品，通常加糖調製，亦可用合成甜劑（如山梨醇）代替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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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均質製品。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具有糖食或巧克力糖食形式之凍及糊（分別列入第 17.04 或 18.06 節）。
（b）餐食用果凍─用膠、糖及果汁或人造水果精調製者（第 21.06 節）。

20.08-未列名經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果實、堅果及其他植物可食部分，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
他甜味料或酒。
-堅果、花生及其他種子，不論是否混合：
2008.11--花生
2008.19--其他，包括混合者
2008.20-鳳梨
2008.30-柑橘屬水果
2008.40-梨
2008.50-杏子
2008.60-櫻桃
2008.70-桃子（包括油桃）
2008.80-草莓
-其他，包括混合者，第 2008.19 目除外：
2008.91--棕櫚樹芯
2008.93--越橘
2008.97--混合品
2008.99--其他
本節包括之果實、堅果及植物其他食用部份（不論整個、片塊或壓碎者）及其混合物，係別章或本章中本節
以前之各節所規定方法以外之方法所調製或保存者。
本節包括：
（1）扁桃仁、花生、檳榔（或蒟醬）之果核或其他果核，經乾烤（dry-roasted）、油烤（oil-roasted）或脂烤
（fat-roasted），不論有無被覆植物油、鹽、香料、香辛料或其他添加物者均在內。
（2）「花生醬」，係花生磨碎經烘培製成之糊狀製品，已否加鹽或油者在內。
（3）果實（包括果皮及籽仁）保存於水中、糖漿中、化學品中或酒精中者。
（4）經殺菌之果肉，已否經烹煮者在內。
（5）整個果實，例如桃子（包括油桃）、杏子、柳橙（去皮、或去核、或去種子者在內），經壓碎及殺菌，
不論是否加水或糖漿，但加入之比例不足作為可供直接飲用之飲料。如加入足量之水或糖漿作為直接飲
用之飲料時，則列入第 22.02 節。
（6）經烹煮之果實，然果實以水蒸煮後冷凍者列入第 08.11 節。
（7）植物之莖、根或其他食用部份（如生薑、白芷（angelica）、山藥（Yam）、甘薯（sweet potato）、蛇麻
苗（hos shoot）、蔓葉（vine leaves）、棕櫚樹芯）保存於糖漿中者或其他方式調製或保存者。
（8）放於糖漿中之羅望之果實莢。
（9）果實、堅果、果皮及植物之其他食用部份（蔬菜除外），以糖保藏並放於糖漿中者（如蜜餞栗子或薑）
無論何種包裝。
（10）用滲透脫水方式保藏之果實。「滲透脫水」係指片塊果實經濃縮糖漿長時間浸泡，致果實中之多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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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自然糖份被糖漿取代之加工程序。「滲透脫水」之果實可續予風乾以進一步減少其水份含量。
本節之產品可以合成甜味劑（如山梨醇）代替糖。其他物質（如澱粉）亦可添加於本節產品中，但不能改變
果實、堅果及植物之其他食用部分的特性。
本節之產品，通常裝於罐頭、大口瓶或密閉容器，或桶、琵琶桶或類似之容器中。
本節不包括混合產品由不同種類植物或植物的部分（包括種子及果實）組成，或由單一或不同種類植物或植
物的部分（包括種子及果實）與其他物質（例如一種或一種以上植物萃取物）所組成，供製作藥草湯或藥草茶者
（例如第 08.13，09.09 或 21.06 節）。
本節不包括第 1704 節之果實、堅果或其他植物可食用部分製成之糖食（包括以天然蜂蜜為基料之產品）。
本節更不包括混合產品，由不同章別 （例如第七、九、十一、十二章）之植物 、 植物產品、種子或果實
（整粒、切片、壓碎、碎粒或粉狀）所組成，直接作飲料調味用，或供抽取萃取物以製作飲料者 （第九章或第
21.06 節）。

20.09-未發酵及未加酒精之果汁（包括葡萄汁在內）及蔬菜汁，不論是否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
者。
-橙汁：
2009.11--冷凍者
2009.12--未冷凍者，糖度值 不超過 20
2009.19--其他
-葡萄柚（包括柚子）汁
2009.21--糖度值不超過 20
2009.29--其他
-其他任何單一柑橘類果汁：
2009.31--糖度值不超過 20
2009.39--其他
-鳳梨汁：
2009.41--糖度值不超過 20
2009.49--其他
2009.50-蕃茄汁
-葡萄汁（包括未發酵之葡萄醪）
2009.61--糖度值不超過 30
2009.69--其他
-蘋果汁：
2009.71--糖度值不超過 20
2009.79--其他
-其他任何單一之果汁或蔬菜汁︰
2009.81--越橘汁
2009.89--其他
2009.90-混合汁
關於未經醱酵及不加酒精之果汁，見本章章註 6。
本節之果汁及蔬菜汁，通常係以機械力切開或壓榨新鮮、衛生及成熟之果實或蔬菜而得。此係應用機械「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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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如對於柑橘屬果實）而得，其原理與家庭用檸檬壓榨機之原理相同，或使用壓榨方法，不論事先是否壓
碎或磨碎（特別是蘋果），或以冷水或熱水或蒸氣處理（如蕃茄、黑加侖子、及某些蔬菜如胡蘿蔔與芹菜）。本
節汁液亦包括椰子汁。
如此得來之液體，通常再經過以下過程：
（a）澄清（Clarification）使果汁與大部份固體物質分開，使用澄清物質（膠、蛋白（albumin）、矽藻土（infusorial
earth）等）或酵素或使用離心機或經過超過濾，超過濾也用於產品的滅菌。
（b）過濾（filtration），經常使用過濾盤，覆以板狀矽藻土、纖維素等。
（c）除氣（de-aeration），除氧氣，因為氧能破壞顏色及味道。
（d）均質（homgenisation），對於若干肉汁非常多之果實（蕃茄、桃子等）所得之果汁須經過此過程。
（e）殺菌（sterilisation），以防止發酵。有很多方法可以採用，例如：巴斯德氏殺菌法（pasteurisation）；用
裝有電極的機器進行電氣殺菌，通過過濾，二氧化碳加壓保藏法，冷藏來殺菌；化學藥品殺菌（如使用二氧化硫、
安息酸鈉）；以紫外線或離子交換劑處理。
用此類方法處理之結果，果汁及蔬菜汁通常為透明及未發酵之液體。但有些液汁（特別由含漿果實如杏、桃、
蕃茄而得者）仍含有部份極細之果肉，或懸浮於液中或沈澱於底部。
本節亦包括由乾果實得來之汁（實際上此種例子極少），此種乾果實在新鮮時係含有汁液者。舉例言之，如
「乾梅子汁」係將乾梅放於浸提器內，用水加熱提煉數小時而得。但本節不包括幾乎不含果汁的新鮮或乾果實（如
刺柏果及薔薇果）在水中加熱而得之液體製品，這些通常列入第 21.06 節。
列入本節之汁液，可能為濃縮者（不論是否冷凍）或為結晶體或成粉末狀，後者為完全或幾乎完全可溶於水
中。此種產品通常經過加熱（不論是否在真空器內）或冷加工（冷凍乾燥法（Lopphilisation））處理而得。
某些濃縮果汁可以根據其糖度值來與非濃縮果汁區別。（標準見本章目註 3）。
本節之果汁或蔬菜汁，只要仍保留其原有特性，可含有下列物質，不論這些物質是生產過程中所產生或是另
外加入的：
（1）糖。
（2）其他天然或合成之甜味劑，加入之量不超過達成正常甜度所必需，且汁液合乎本節所規定，特別關於不
同成分間之平衡（見下述 4）。
（3）為保存汁液或防止發酵而加入之製品（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酵素等）。
（4）標準化劑（standardising agent）（如檸檬酸、酒石酸）及為補足在製造過程時被破壞或損害之成分而加
入之產品（如維他命、色素），或為使香氣穩定而加入之產品（如於柑橘屬果汁粉或結晶體加入山梨醇）。
但本節不包括果汁中加入成分（檸檬酸、由果實中提煉而得之精油等），其量明顯使天然果汁所含之成
分失去平衡者；在此情況下，此產品已失去其原有之特性。
本節之蔬菜汁亦可含有另外加入之鹽（氯化鈉）、香料或調味物質（flavoring substances）。
同樣地，同類或不同類果實或蔬菜汁之汁液之混合物仍列入本節，重新組成之汁液亦然（如濃縮汁液加水而
得之汁液，所加之水，不超過類似之非濃縮汁中所含之正常成分者）。
但加水於正常果汁或蔬菜汁中，或於濃縮之汁液中加入超過其復元為天然汁液時所需之水量者，則產生稀釋
之製品，而該製品則具有第 22.02 節所列飲料之特性。果汁或蔬菜汁所含之二氧化碳已超過該項物質處理之果汁
或蔬菜汁中正常含量（碳酸果汁），以及檸檬水及果汁調味之碳酸水，亦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22.02 節）。
本節亦包括做為各種用途之未醱酵葡萄醪（汁）。由於本節之葡萄醪（汁）所經過程，與其他果汁大致相同，
因此與普通葡萄果汁非常類似。它有可能以濃縮或甚至以結晶形式存在（後者在貿易上稱上稱為「葡萄糖」或「葡
萄蜜」，提供精美麵包店或薑餅製造廠、甜食品等之用）。
部份醱酵之葡萄醪，不論是否醱酵被停止，以及加入酒精之未醱酵葡萄醪，兩者之酒精強度超過容積之
0.5％者列入第 22.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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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蕃茄汁所含蕃茄之乾重量在 7％或以上者（第 20.02 節）。
（b）果汁或蔬菜汁之酒精強度超過容積 0.5％者（第二十二章）。
。
。。

目註解：
第 2009.11 目
「冷凍橙汁」亦包括濃縮橙汁，雖然保存溫度約－18℃，整體橙汁並非為凍結之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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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雜項調製食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7.12 節之混合蔬菜；
（b）含有任何咖啡成分之焙製咖啡代用品（第 09.01 節）；
（c）添加香料之茶（第 09.02 節）；
（d）第 09.04 至 09.10 節之香料及其他物品；
（e）調製食品（第 21.03 或 21.04 節產品除外），含有重量超過百分之二十之臘腸、肉、雜碎、血、魚或甲
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或以上各物之混合物（第十六章）；
（f）第 30.03 節或 30.04 節之醫療用酵母及其他貨品；或
（g）第 35.07 節之已調製酵素。
2.─本註─（b）項之咖啡代用品精應列第 21.01 節。
3.─第 21.04 節所稱「均質混合調製食品」，指供包括如肉、魚、蔬菜及水果或堅果等兩種或兩種以上調和極均勻
之產品，供零售用，並適合作為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物容器內之淨重不超過 250 公克者，採用此定義時
不必計較為調味，保藏或其他目的而添加任何少量成份。此類調製品亦可含有少量可見之原料碎片。

21.01- 咖啡精、茶精或馬黛茶精；及以咖啡精、茶精、馬黛茶精，或以咖啡、茶、馬黛茶為主
要成分之調製品；焙製菊苣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及菊苣精及咖啡代用品精。
-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及以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或加啡為主要成分之
調製品：
2101.11--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
2101.12--以咖啡之萃取物、精、濃縮物或咖啡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
2101.20-茶精、馬黛茶精或以茶精、馬黛茶精或茶、馬黛茶為主要成份之調製品
2101.30-焙製菊苣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及菊苣精及咖啡代用品及菊苣、咖啡代用品之萃
取物、精、濃縮物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咖啡精。此項產品可由咖啡（不論是否已除去咖啡因），或由任何比例真咖啡與咖啡代用品混合物中取得；
可能為液體或粉末之形式，通常為高度濃縮物。此類產品包括所謂的即溶咖啡。此種咖啡經釀造及脫水，或
釀造後冷凍及真空乾燥。
（2）茶精或馬黛茶精，精質及濃縮物。此類產品，相當於（1）項所述之產品。
（3）以上述（1）及（2）項之咖啡精、茶精或馬黛茶精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此項產品係以咖啡精、茶精、馬黛茶
精（非咖啡、茶或馬黛茶之本身）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因此包括加入澱粉或其他碳水化合物之萃取物等。
（4）以咖啡、茶、馬黛茶為主要成分之調製品，此項調製品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a）「咖啡糊」由磨碎、焙製之咖啡與蔬菜脂製成，亦有加入其他成分者。
（b）由茶、奶粉及糖之混合物所製成之茶之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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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焙製菊苣及其他焙製咖啡代用品，菊苣精及咖啡代用品精。本項包括一切焙製品，當注入熱水或加入咖啡
內後，即作為咖啡代用品或咖啡仿製品之用。此類產品，通常稱為「咖啡」，但前面冠以主要物質之名稱（例
如大麥「咖啡」、麥芽「咖啡」、橡子「咖啡」）。
焙製菊苣係焙烤第 12.12 節之菊苣之根部（Cichorium intybusvar. sativum）而得，其顏色為黑棕色並帶有
苦味。
其他焙製之咖啡代用品，包括從甜菜、胡蘿蔔、無花果、穀類（特別為大麥、小麥及黑麥）、豌豆（split
peas）、羽扇豆之種子、食用橡子、大豆、棗子核、扁桃仁、浦公英根或栗子等取得之物。本節亦包括焙製
麥芽，其製作方式明顯作為咖啡代用品之用者。
此類製品，可能為塊狀、粒狀或粉狀形式，或液體或固體萃取物。亦可彼此互相混合或與其他成分（如
鹽或鹼性碳酸鹽）相混合，並可包裝於各種容器內。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有任何咖啡成分之焙製咖啡代用品（第 09.01 節）。
（b）添加香料之茶（第 09.02 節）。
（c）焦糖（焦糖化糖蜜及焦糖化糖）（第 17.02 節）。
（d）第二十二章之製品。

21.02- 酵母（活性或非活性）；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但不包括第 30.02 節之疫苗）；發粉。
2102.10-活性酵母
2102.20-非活性酵母；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
2102.30-發粉
(Ａ)酵母
本節之酵母，可能為活性狀態，亦可能為非活性狀態者。
活性酵母通常激起發酵，主要由某些微生物所組成（幾乎專指 Saccharomyces 屬者），當酒精發酵時，此類微
生物迅速繁殖。依照碳酸氣充灌過程，部份或完全阻止發酵，亦可能產生酵母。
活性酵母包括下列各項：
（1）釀造酵母（brewery yeast），係形成於啤酒發酵桶中。通常呈黃棕色糊狀或固體形態，帶有酒花之苦味
及啤酒之香氣。
（2）蒸餾酵母（distillery yeast），係在發酵過程中之蒸餾器中來自穀物、馬鈴薯或果實。為一種固定之乳酪
色糊狀物，依蒸餾時所用之製品不同，而產生各種香味。
（3）麵包酵母（bakers' yeast）。於特殊情況下，將特別培養之酵母菌株於碳水化合物培養基（如糖蜜）中繁
殖而產生。通常以緊壓之黃灰色餅狀物（壓擠酵母）出售，有時帶有酒精香味；但有時亦以乾燥形態（通
常成穀粒狀）或以液體酵母出售。
（4）培養酵母（Culture yeast），在合乎實驗室之條件下培養之純酵母。可能懸浮於蒸餾水中，或膠中或細菌
培養基（石花菜膠）中。通常標明劑量出售，並製於密閉容器中，以防止污染。
（5）種子酵母（seed yeast），由培養酵母連續之發酵過程而製成，用以「播種」商用酵母。通常以潮濕壓擠
及可塑之團塊或液體懸浮液之形態出售。
非活性酵母（inactive），由乾燥而得，通常為釀造、蒸餾或麵包店酵母，因缺乏活性，在此類工業中已無法
利用，故用以供人使用（做為維他命Ｂ之來源）或用以餵養動物。但由於其重要性日增，此項乾酵母已大量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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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以特別調製之活性酵母製造。
本節亦包括源自非 Saccharomyces 屬之其他型乾酵母（如 Candida lipolytica 或 tropicalis, Candida maltosa），係由
含有碳氫化合物（例如汽油 gas-oils 或石臘 n-paraffins）或碳水化合物之基質培養之酵母經乾燥而得。此種乾酵母
特別富含蛋白質，並用於餵養動物。通常稱為石油蛋白質（petroproteins），或酵母生物蛋白質（yeast bioproteins）。

(Ｂ)其他已死單細胞微生物
本類包括非活著的（死的）單細胞微生物，例如細菌及單細胞藻類，特別是於含有碳氫化合物或二氧化碳之
基質培養而得者，此類產品特別富含蛋白質，通常用以餵養動物。
本組某些產品可作為供人食用的食品補充劑或動物飼料添加物（例如呈粉狀或錠狀）加以出售，並可含有少
量的賦形劑，例如安定劑及抗氧化劑。只要所加的成分未改變其微生物的特徵。

(Ｃ)發粉
列入本節之「發粉」係含有化學製品（如重酸碳鈉、酒石酸、碳酸銨、磷酸鹽）之混合物，不論加或不加澱
粉。在適宜之情況下，產生二氧化碳，因此得以烘焙發酵麵團。通常製成零售包裝（小袋、馬口鐵罐等），以各
種名稱出售（醱粉、Alsatian 酵母等）。
本節特別不包括下列各項：
（a）自行醱酵之穀類粉，例如加發粉之麵粉（第 11.01 或 11.02 節）。
（b）自分解酵母（第 21.06 節）。
（c）微生物（酵母除外）之培養物及疫苗（第 30.02 節）。
（d）第 30.03 節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
（e）酵素（澱粉糖化酵素、胃液素、凝乳素等）（第 35.07 節）。

21.03-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料；芥茉粉、細粒及其調製品。
2103.10-醬油
2103.20-蕃茄醬及其他蕃茄調味醬
2103.30-芥茉粉、細粒及其調製品
2103.90-其他
（A）調味醬汁及其調製品；混合調味料
本節包括由各種成分（蛋、蔬菜、碎肉、水果、粉、澱粉、油、醋、糖、香料（Spices）、芥茉、調味
料等）製成之成品，通常具有濃鬱香辛特色，供若干菜肴調味之用（肉、魚、沙拉）。調味醬汁通常為液體，
而調味製品通常為粉末，此種粉末只須加入乳、水等即得調味醬汁。
調味料通常於食物烹調或供應時加入。調味料提供香味、保水性，並造成組織及色澤的對比。它們同時
供作食物的浸覆物，例如：奶油雞的黏稠醬料(velouté sauce)、液體調味料(醬油、辣椒醬、魚露)，也用作烹
飪的配料及餐桌上的佐料（調味料）。
本節也包括以蔬菜或水果為基料的調製品。這些貨品主要為液體、乳狀液及懸浮液，有時也包含一些可
見的蔬菜或水果碎片。其與第二十章之調製或保藏之蔬果不同之處，在於這些製品本身是用來當作調味品，
亦即他們是當作食品之副原料或用來調製食品，而非用來立即食用。
混合調味料雖含有香料，但與第 09.04 至 09.10 節之香料及混合香料不同，因前者尚有一種或多種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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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第九章之調味物質，而加入後者後，其混合比例已使該混合物不再具有第九章香料（Spice）之基本特徵
（見該章總則註解）。
茲將本節之製品，舉例如次：蛋黃醬（mayonnaise）、沙拉調味醬、Bearnaise、bolognaise（以碎肉、蕃
茄泥、香料等製成）、醬油、蘑菇醬油、調味醬油（Worcester sauce）（通常以濃醬油為主要基料，加入灌
注有香料之醋，並加入鹽、糖、焦糖及芥茉而成）、蕃茄醬（係蕃茄泥、糖、醋、鹽及香料所調製成之調製
品）及其他蕃茄調味品、芹菜鹽（celery salt）（烹煮用鹽及精研之芹菜子之混合物），某種製臘腸用之混合
調味料，及第二十二章產品（第 22.09 節除外）經調製供作烹飪用途因而不適宜當作飲料消費者（例如：料
理用酒及料理用白蘭地酒（cooking Cognac））。
除上述第九及二十章之製品外，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肉、魚、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抽出物及液汁（第 16.03 節）。
（b）湯類及其調製品（第 21.04 節）。
（c）蛋白質水解物，主要為胺基酸及氯化鈉之混合物，作調製食物之添加物之用（第 21.06 節）。
（d）自分解酵母（第 21.06 節）。
（B）芥茉粉、細粒及其調製品
芥茉粉及細粒係研磨及篩出列於第 12.07 節之芥子而得。可能以白或黑芥菜種子，或以此二者之混合物
製成。種子在研磨前不論是否去脂或其外皮已否除去，亦不論其用途，所製成者均列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芥茉粉製品，由芥茉粉混合少量其他成分（穀類粉、薑黃、肉桂、胡椒等）所製成，或由芥
茉粉、醋、葡萄醪或酒組成之混合糊狀物所製成，混合糊狀物（即芥末醬）亦可加入鹽、糖、香料或其他調
味料。
本節特別不包括下列各項：
（a）芥子（第 12.07 節）。
（b）不揮發性芥子油（第 15.14 節）。
（c）芥子油餅，即芥子經提煉不揮發性油後之剩餘品（第 23.06 節）。
（d）芥菜精油（第 33.01 節）。

21.04-湯類及其調製品；均質混合調製品。
2104.10-湯類及其調製品
2104.20-均質混合調製品
(Ａ)湯類及其調製品
本類包括下列各項：
（1）只需加入水、乳等之湯類。
（2）加熱後即可食用之湯類。
此類製品之基本成分，通常為植物製品（粉、澱粉、樹薯粉、通心粉、西式麵條（spaghetti）及類似品、米、
植物萃取物等）、肉、肉精、脂肪、魚、甲殼類動物、軟體類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蛋白腖（Peptones）、
氨基酸或酵母萃取物，亦可含有比例相當高之鹽。
通常製成片狀、餅狀、立方體或粉末或液體之形狀。

(Ｂ)均質混合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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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章章註 3，均質混合調製品包含兩種或兩種以上調合均勻之基本成分，例如肉、魚、蔬菜或水果，供
零售之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裝於容器之淨重量不超過 250 公克者。除基本成分外，此類調製品亦可含有
少量之物料，如乾酪、蛋黃、澱粉、糊精、鹽或維他命，為增進營養（使飲食平衡）、調味、保藏或其他目的而
加入者。又此類製品亦包含肉眼能見之成分，此項可見之部分僅係少量，亦即不足以改變均質調製品之特質。
均質混合調製品一般供嬰兒或幼童食用，呈光滑之糊狀，有不同之濃度，可供直接食用或經加熱後即可食用。
通常裝於密閉之大口瓶或罐頭內，其份量通常足敷一全餐用。
本節不包括供零售之嬰兒或幼童食品或醫療食品以外或裝於容器之淨重量超過 250 公克之均質混合調製品。
本節亦不包括由一種基本成分如肉、雜碎、魚、蔬菜或果實所製成之調製品（通常列入第十六章或二十章），不
論其是否含有少量其他物質用以作為調味、保存或作其他之用途。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乾蔬菜（julienne）之混合物，不論是否呈粉末者（第 07.12 節）。
（b）乾豆類蔬菜之粉、細粒及細粉（第 11.06 節）。
（c）第十六章之肉、魚等之抽出物及液汁及其他製品。
（d）含有可可之調製食品（一般歸類第 18.06 或 19.01 節）。
（e）第 20.04 或 20.05 節蔬菜之混合物，即使有時用於調製湯類之用者。
（f）自分解酵母（第 21.06 節）。

21.05-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不論是否含有可可者。
本節包括通常以乳或乳油為基料調製而成之冰淇淋及其他可食用冰（如無脂冰淇淋（sherbet）、冰棒 （iced
lollipops）），不論是否含有可可成分。但本節不包括製造冰淇淋之混合料及基料，冰淇淋之混合料及基料係按其
主要成分予以分類（如第 18.06、19.01 或 21.06 節）。

21.06-未列名食物調製品。
2106.10-濃縮蛋白質及組織化蛋白質
2106.90-其他
下列食物製品如未列入其他節者，列入本節：
（A）直接或經處理後（如烹飪，或在水中或乳中融化或煮沸）供人食用之調製品。
（B）全部或部份由食料組成，用以製造飲料或調製食品供人食用者。本節包括由化學品（有機酸、鈣鹽等）及
食料（粉、糖、奶粉等）之混合物所組成之調製品，用以加入食物中作為組成分子，或改進其若干特性（外
觀、保持品質等）（參見第三十八章總則註解）。
但本節不包括含有食品之酵素調製品（如由蛋白分解酵素組成，並加入葡萄糖或其他食品，使肉柔嫩
者）。此種製品如未列入其他節者，列入第 35.07 節。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餐用乳油、果凍、冰淇淋或類似之調製品所用之粉末，不論是否加糖。
以粉、碎粒、細粒、澱粉、麥芽精，或第 04.01 至 04.04 節之貨品為基料的粉，按可可之含量，列入第
18.06 或 19.01 節（見第十九章總則註解）。其他粉末若含有可可，則列入第 18.06 節。粉末具有添加香料或
色素之糖之特質，供作甜味劑者，列入第 17.01 或 17.02 節。
（2）製造飲料用之香料粉，不論是否甜的，其基本物質為碳酸氫鈉及甘草素或甘草精（以「可可粉」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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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乳品衍生之乳酪及其他油脂為基料之調製品，例如用於烘製西點。
（4）以糖為基料之糊狀物，含有大量加入之脂肪，有時亦加入乳及堅果，不適宜直接做成糖食，但用於巧克力、
特製餅乾、派、西點等之餡。
（5）加入蜂王漿之天然蜂蜜。
（6）蛋白質水解物，主要為胺基酸及氯化鈉之混合物用於食物調製品（例如調味之用）；濃縮蛋白質係從脫脂
大豆粉除去某些成分而得，用來強化食物調製品之蛋白質；組織化大豆粉及其他組織化蛋白質。然而，本節
不包括非組織化脫脂大豆粉，不論是否適合人類食用（第 23.04 節）和分離蛋白質（第 35.04 節）。
（7）一種用於製造各種不含酒精或含酒精飲料之無酒精或含酒精調製品（並非以芳香物質為基料）。此種調製
品係以第 13.02 節之植物萃取物與乳酸、酒石酸、檸檬酸、磷酸、防腐劑、發泡劑、果汁等混合而得。此種
調製品含有（全部或部分）顯示某種飲料特性之調味成分。因此，該飲料通常僅須簡單地將該調製品以水、
酒或酒精加以稀釋即可製成，不論是否添加如糖或二氧化碳氣體均可。某些此種產品專供家庭使用，亦廣泛
地在工業上使用，以避免大量水、酒精等之不必要運輪。因此，此種調製品並非當做飲料消費而可與第二十
二章之飲料加以區分。
本節不包括以一種或多種芳香物質為基料供飲料製造用之調製品（第 33.02 節）。
（8）以天然或人工香料（如香草）為基料之可食用之錠劑。
（9）含合成甜味劑（如山梨醇）之糖果、口香糖及類似品（尤其為糖尿病患食用者）。
（10）由糖精及食品（例如乳糖）組成之調製品（如錠劑），用作甜味之目的者。
（11）自分解酵母及其他酵母精，係由酵母水解而得之產品。此種產品不能激起發酵，具高蛋白質，主要用於食
品工業中（如調製某種調味料）。
（12）製造檸檬水或其他飲料之製品，組成之成分舉例如下：
─加香料或色素之糖漿，係加入天然或人工物質使其具有某種果實或植物（覆盆子、黑葡萄乾、檸檬、薄荷
等）之香味之糖溶液，不論是否加入檸檬酸或防腐劑。
─糖漿以本節（見上述 7 項）之混合調製品調味者，特別含有以焦糖化之糖著色之可樂精及檸檬酸，或果實
（檸檬或柑橘）之檸檬酸及精油。
─糖漿以果汁調味者，此種果汁經過加入某種成分（檸檬酸、由果實中提煉而得之精油等）處理，其量使天
然果汁之成分失去平衡。
─濃縮果汁加入檸檬酸（其量使全部酸含量超過天然果汁之酸含量），果實之精油，合成甜味劑等者。
此種製品以水稀釋或經過進一步處理後，當作飲料食用。某些此種製品則用於加入其他調製食品。
（13）人參萃取物加入其他成份（例如，乳糖或葡萄糖）之混合產品，供調製人參茶或飲料之用。
（14）由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分（包括種子或果實）混合而成，或由一種或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份（包括種子或
果實）與其他物質（例如一種或數種植物的萃取物）混合而成之產品，供調製藥草浸泡劑或藥草「茶」之
用（例如那些具有軟瀉劑、輕瀉劑、利尿劑或排氣劑的性質者）。包括宣稱可以減輕病痛，維持健康之製
品。
惟製品所含成分，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功效者，不列入本節。（30.03 或 30.04 節）。
本節亦不包括列入第 08.13 節或第九章之產品。
（15）混合產品，由不同章別（例如第七、九、十一、十二章）之不同種類或由第 12.11 節之不同種類之植物、
植物的部分、種子或果實（整粒、切片、壓碎、碎粒或粉狀）所組成，係直接作飲料調味（flavoring）用，
或供抽取萃取物以製作飲料者。
然而，本產品如保有屬於第九章產品之特性者，不包括在本節之內（第九章）。
（16）調製品，經常當作補品，以植物萃取物、果實濃縮物、蜂蜜、果糖等為基者，含有加入之維他命，有時亦
加入少量鐵化合物。此種製品經常於包裝上標示有可維持健康之說明。但類似製品用以預防或治療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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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第 30.03 或 30.04 節）。
（17）以糖、香料、色素(例如植物萃取物或某些水果或植物，如橙、黑醋栗等)、抗氧化劑（例如抗壞血酸、檸
檬酸或兩者）、防腐劑等組成之顆粒或粉狀形態之調製品，供飲料製造用途，且保有糖之特性者，列入第
17.01 或 17.02 節。
本節另亦不包括：
（a）列入第 20.08 節由果實、堅果及植物之其他食用部分的調製品，倘若此類調製品仍保有果實、堅果及植物之
其他食用部分之特性者（第 20.08 節 ）。
（b）列入第 21.02 節之微生物做為食物補充品供人類消費者（第 21.0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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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飲料、酒類及醋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本章產品（第 22.09 節除外）調製供作烹飪用途因而不適宜當作飲料飲用者（通常列入第 21.03 節）；
（b）海水（第 25.01 節）；
（c）蒸餾水、導電水及類似純度之水（第 28.53 節）；
（d）按重量計算濃度超過 10％之醋酸（第 29.15 節）；
（e）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f）香水或盥洗用品（第三十三章）。
2.─本章及二十、二十一章所謂之“以容積計之酒精強度”，係決定於攝氏 20 度時。
3.─第 22.02 節所稱「未含酒精飲料」，係指飲料含酒精強度（以容積計）不超過 0.5％vol，至於含酒精飲料則應
歸列第 22.03 至 22.06 或第 22.08 節。
。
。。

目註：
1.─第 2204.10 目所稱「汽泡酒」係指酒在密封容器中保藏溫度在攝氏 20 度時，其超壓力不低於３巴。

總

則

歸屬本章之貨品，係獨自構成一個群組，完全不同於前面各章所包括之食品。
這些貨品可以分成四大類：
（A）水及其他不含酒精之飲料及冰。
（B）經發酵之含酒精飲料（啤酒、葡萄酒、蘋果酒等）。
（C）經蒸餾之酒及含酒精飲料（利口酒、烈酒等）及乙醇。
（D）醋及醋之代用品。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四章之液體乳製品。
（b）本章產品（22.09 節除外）調製供作烹飪用途因而不適宜當作飲料飲用者（例如料理用酒及料理用白蘭
地酒）（通常列入第 21.03 節）。
（c）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d）香水或盥洗用品（第三十三章）。

22.01- 飲水，包括天然水或人造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
，未含糖或其他甜味料及香料者；冰及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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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0-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
2201.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所有各種普通天然水（不同於海水─參見第 25.01 節），這些水不論是否經澄清或淨化，均歸入本節，但不
包括歸入第 28.53 節之蒸餾水或導電水或類似純度之水。本節不包括添加甜味料或香料之水（第 22.02 節）。
（B）礦泉水，無論是天然的或是人造的。
天然礦泉水含有礦物的鹽類或氣體。這些水的成分，彼此之間差別頗大，通常係根據其所含鹽類之化學
特徵予以分類，例如：
（1）鹹性水。
（2）用硫酸鹽處理之水。
（3）鹵化物水。
（4）用硫磺處理之水。
（5）含砷之水。
（6）含鐵之水。
諸如此類的天然礦泉水，也有可能含有天然的或外加的二氧化碳。
人造礦泉水係以普通適於飲用之水，加相當天然水所含有之活性素（礦物的鹽類或氣體）所調製
而成，因而產生性質與之相同之水。
本節不包括添加甜味料或香料（橘子、檸檬等）之礦泉水（天然或是人造的）（第 22.02 節）。
（C）汽水（碳酸水），就是普通適於飲用之水在加壓下充以二氧化碳氣體。它們通常稱為「蘇打水」或「塞爾
滋」（Seltzer）水，雖然真正的「塞爾滋」水是一種天然礦泉水。
本節不包括添加甜味料或香料之汽水（第 22.02 節）。
（D）冰及雪，即天然的雪及冰，以及人造冷凍水。
本節不包括第 21.05 節之可食用冰以及「碳酸雪」或「乾冰」（即固體二氧化碳）（28.11 節）。

22.02-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
，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料及其他未含酒精飲料，但
不包括果汁或蔬菜汁（第 20.09 節）。
2202.10-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料者
-其他：
2202.91--不含酒精之啤酒
2202.99--其他
本節包括本章章註 3 中所定義，未列入其他節（尤其是第 20.09 或 22.01 節）之「未含酒精之飲料」。
（A）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水（碳酸水），含糖或其他甜味料或香料者。
本組特別包括：
（1）添加甜味料或香料之礦泉水（天然的或人造的）。
（2）諸如檸檬水、橘子水、可樂之飲料，係以普通的飲用水調製而成，有添加甜味料的，也有不添加的，
用果汁或香精或混合汁做香料，有時還添加檸檬酸或酒石酸。它們通常加進二氧化碳氣體，此外，一
般而言，係裝在瓶或其他密閉之容器中。
（B）不含酒精之啤酒。本組包括：
（1）麥芽釀造之啤酒，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已降為 0.5% vol 或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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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薑汁啤酒及藥草啤酒，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未超過 0.5%vol。
（3）啤酒與未含酒精飲料（例如：檸檬汁）之混合品，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未超過 0.5%vol。
（C）其他未含酒精飲料，但不包括第 20.09 節之果汁或蔬菜汁。
本組特別包括：
（1）羅望子果肉飲料，經添加水及糖及過濾後，當做立即消費飲料。
（2）某種供立即消費的其他飲料，例如以牛奶或可可為主要成分之飲料。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液體的酸酪乳及其他發酵或酸化之乳及乳油，含有可可，水果或香料者（第 04.03 節）。
（b）第 17.02 節之糖槳及第 21.06 節著色或加香料之糖漿。
（c）果汁或蔬菜汁，不論是否當做飲料使用（第 20.09 節）。
（d）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22.03-啤酒、麥芽釀造。
啤酒是一種含酒精之飲料，係以發芽穀物（最常見的是大麥或小麥），水及（通常為）忽布子（啤酒花）調
製之液體（麥芽汁）再經發酵而得。某些特定不含麥芽之穀物（例如玉米或稻米）也可用來做為調製之液體（麥
芽汁）。添加忽布子（啤酒花）之目的，係在給予啤酒一種苦而芬芳的味道，並改善其貯存的品質。在發酵過程
中，有時也添加櫻桃或其他調味（flavouring）料。
糖（尤其是葡萄糖），色素，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質，亦可加入。
根據其所採用的發酵方法，產品可能為底面發酵之啤酒，係用底面之酵母菌在低溫下所製成；或者為頂面發
酵之啤酒，係用頂部之酵母菌在較高溫下所製成。
啤酒的顏色有淡有濃，味道有甜有苦，有溫和也有強烈。可為桶裝，瓶裝或密封之罐裝，並且可能以麥酒、
烈啤酒……等等品名在市場上銷售。
本節也包括濃縮啤酒，係以低酒精度（但含有高成分之麥芽抽出物）的啤酒，在真空中濃縮至原來容積的 1/6
至 1/5 之間而製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某些不含酒精之飲料，雖然有時亦稱為啤酒（例如用水及焦糖調製之飲料）（第 22. 02 節）。
（b）稱為不含酒精之啤酒的飲料包含麥芽釀造之啤酒，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已降為 0.5％或更低（第 22.02
節）。
（c）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22.04-鮮葡萄酒（包括加強酒）；葡萄醪，第 2009 節所指之葡萄汁（醪）除外。
2204.10-汽泡酒（起泡沫酒）
-其他酒；加酒精防止發酵或中斷發酵之葡萄醪：
2204.21--裝在 2 公升或以下之容器內者
2204.22--裝在超過 2 公升但不超過 10 公升之容器內者
2204.29--其他
2204.30-其他葡萄醪
（Ⅰ）鮮葡萄酒
歸入本節之葡萄酒，係指新鮮葡萄汁（醪）經酒精發酵而得之最終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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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葡萄酒（紅酒、白酒或玫瑰紅葡萄酒）。
（2）摻酒精之葡萄酒。
（3）汽泡酒，這類葡萄酒係注入二氧化碳，在封閉的容器中做最後的發酵處理（正宗汽泡酒），或在裝
瓶之後藉人工方法加入氣體（充氣酒）。
（4）餐後酒（有時亦稱為甜酒），其酒精含量頗高，而且通常是高糖分子葡萄汁（醪）製成，其中只有
部分的糖發酵為酒精。在某些情況下，係以加酒精或含有酒精之濃縮液加強其酒精度。餐後酒（或香
甜酒）包括（尤其是）加拿利（Cannary），塞蒲路斯（Cyprus），拉克賴馬，克麗斯蒂（Lacryma Christi），
馬拉加（Malaga），馬塞里（Marsala），波特（Port），馬西（Malmsey），謝馬斯（Salmos）及雪醴
（Sherry）等葡萄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22.05 節之酒為基本成分之飲料。
（b）第 30.03 及 30.04 節之醫藥製劑。
（Ⅱ）葡萄醪（釀酒用葡萄汁）
葡萄醪係壓榨新鮮葡萄而得，是一種呈黃綠色，混濁狀，且帶有甜味之液體，在其溶液中含有糖（葡萄糖
及果糖），酸（酒石酸、蘋果酸等等），蛋白質，礦物質及膠質，以及香精等混合物；香精賦予葡萄酒特
有之芳香及風味。
除非刻意防止，葡萄醪會自然發酵（糖會轉變為酒精）；發酵的最後產品就是葡萄酒。
葡萄醪自然發酵之性向，能以一種稱為「人工中止發酵法」（Mutage）的過程予以抑制，使發酵遲延，甚
或完全予以阻止。
「人工中止發酵法」能以下列不同的方法實施：
（1）水楊酸或其他防腐劑的作用。
（2）以二氧化硫注入葡萄醪。
（3）添加酒精。這種產品通常不需進一步處理，即可當做酒類飲用。其他，如（Mistelles），則是用來製
造餐後酒（香甜酒）及餐前酒（開胃酒）等等。
（4）冷藏。
必須注意的是，本群組包括不論發酵是否受阻的部份發酵之葡萄醪，以及添加酒精而尚未發酵之葡萄醪，二
者之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均超過 0.5％vol。
本節不包括葡萄汁及葡萄醪，無論其是否濃縮，未發酵或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未超過 0.5％vol（第 20.09
節）。

22.05-威米酒（苦艾酒）及加香料之其他鮮葡萄酒。
2205.10-裝在二公升或以下之容器內者。
2205.90-其他。
本節包括多種飲料（通常用來開胃或滋補），係用第 22.04 節之鮮葡萄酒製成，並且用植物之葉子、根部、
果實等熬煮之汁液或香料加以調味。
本節也可能包括含有外加維他命或鐵化合物之上述各種飲料，這些飲料通常被認為屬於「食物補品」，係用
來維持一般健康狀況。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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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乾葡萄及芳香之植物或物質調製而得之葡萄酒（第 22.06 節）。
（b）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22.06-其他釀造飲料（例如蘋果酒，梨酒，蜂蜜酒，清酒）
：未列名釀造飲料混合品或釀造飲料
與未含酒精飲料之混合品。
本節包括所有釀造飲料，但歸入第 22.03 至 22.05 節者除外，例如：
（1）蘋果酒，係以蘋果汁發酵而得之含酒精飲料。
（2）梨酒，係以梨子汁製成之發酵飲料，類似蘋果酒。
（3）蜂蜜酒，係以蜂蜜溶於水後之溶液，經發酵而製成之飲料（本節包括蜜水葡萄酒（Hydromel Yvineux），
即為一種含有外加白葡萄酒，香料及其他物質之蜂蜜酒）。
（4）葡萄乾酒。
（5）新鮮葡萄汁以外之果汁（無花果、棗子或草莓酒）或蔬菜汁經發酵而得之酒，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超
過 0.5％者。
（6）「麥芽酒」（Malton）係用麥芽精及酒糟調製而成之發酵飲料。
（7）「針樅酒」（Spruce）係用針樅（雲杉）之樹葉或小枝條或針樅精質製成之飲料。
（8）日本清酒或米酒。
（9）「棕櫚酒」係用特定棕櫚樹之樹液調製而成。
（10）薑汁啤酒及藥草啤酒，係以糖及水及薑汁或藥草用酵母菌發酵而成。
所有這些飲料可能自然產生泡沫，或以人工注入二氧化碳。這些飲料即使添加酒精以加強其酒精度，或以進
一步發酵的方式來增加其酒精成分者，如它們仍保有此節產品之特性者，仍然歸入本節。
這些飲料可能有些含有外加的維他命或鐵化合物，有時被歸屬於「食物補品」，係用來維持一般健康狀況。
本節亦包括未含酒精飲料與釀造飲料之混合品，及第二十二章前述各節釀造飲料之混合品。例如檸檬汁與啤
酒或酒之混合品，啤酒與酒之混合品，含酒精強度（以容積計）超過 0.5％ VOL 者。
本節不包括果汁（蘋果、梨子等等）及其他含酒精強度（以容積計）不超過 0.5％VOL 之飲料（ 分別為 20.09
及 22.02 節）。

22.07- 未變性之乙醇（酒精），酒精強度（以容積計）在 80％或以上者；已變性之乙醇（酒精）
及其他酒精，任何酒精強度者。
2207.10-未變性之乙醇（酒精），酒精強度（以容積計）在 80％或以上者
2207.20-已變性之乙醇（酒精）及其他酒精，任何酒精強度者
乙醇不與其他無環醇類同列於第 29.05 節，又根據第二十九章之註 2（b），也不歸屬於該章。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未變性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在 80％或以上者。
（2）任何酒精強度之已變性乙醇及其他酒精。
釀造飲料及含酒精飲料中包含藉由酵母菌或其它酵素發酵某種糖類而得之乙醇。第 22.07 或 22.08 節之未變性
乙醇係發酵產品再經純化過程(例如蒸餾，過濾等)處理已失去發酵產品特性而得僅有乙醇氣味及味道之透明、無
色、無氣泡液體。乙醇亦可由合成方法而得。
已變性之乙醇及其他酒精，係指酒精混合其他物質使其不適於飲用，但不妨礙其工業上之用途。各國依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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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立法所使用之變性劑均有不同。變性劑包括木油精、甲醇、丙酮、吡啶、芳香族烴（苯等）及著色劑。
本節也包括中性酒精，即含有水分之乙醇，在第一次蒸餾液中原有之次要成分（高級醇類、酯類、醛類、酸
類等等）在純化過程(例如分餾)中，幾乎已被完全除去。
乙醇在工業上用途甚多，例如做為製造化學品，油漆等之溶劑，用以加熱及照明，或用以調製酒精飲料。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未變性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低於 80％者（第 22.08 節）。
（b）其他酒精（變性酒精除外）（第 22.08 節）。
（c）以酒精為主要成分之固體或半固體燃料（通常以「固態酒精」銷售）（第 36.06 節）。

22.08- 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低於 80％者；烈酒、利口酒及其他含有酒精成分之
飲料。
2208.20-蒸餾葡萄酒或葡萄渣而得之酒
2208.30-威士忌酒
2208.40-蘭姆酒及蒸餾發酵甘蔗製品而得之其他烈酒
2208.50-琴酒及荷蘭杜松子酒
2208.60-伏特加酒
2208.70-利口酒及甘露酒
2208.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不論其酒精度高低：
（A）烈酒，係以葡萄酒、蘋果酒或其他發酵飲料或發酵穀類或其他蔬菜製品經蒸餾而得，但未添加調味料；
烈酒全部或部分地保持其他次要成分（酯類，醛類，酸類，較高度酒精等等），使其別具獨特風味及芳
香。
（B）再製酒（利口酒）及甘露酒，係指加有糖、蜂蜜或其他天然甜味料及萃取物或香精之含酒精成分飲料（例
如由蒸餾乙醇（酒精）或混合乙醇（酒精）方法製成之含酒精飲料，或蒸餾烈酒，均含一種或以上之果
實、花或其他植物部分、萃取物、香精、精油或不論是否濃縮之果汁）
。這些製品也包括含糖（Sugar crystals）
之再製酒及甘露酒，以及含果汁、蛋、藥草、漿果、香辛料、茶、巧克力、奶或蜂蜜之再製酒。
（C）所有其他含酒精成分之飲料，未列入本章前述各節者。
本節同時包括未變性之酒精（乙醇及中性酒精），若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低於 80％者。此與上列（A）、（B）
及（C）各項所述者相反，其特質為不含會產生味道或芳香之其他次要成分。這些酒精不論供人類食用或做工業
用途，均歸入本節。
除了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低於 80％者以外，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由葡萄酒或葡萄渣蒸餾而得之烈酒（Cognac、Armagnas、Brandy、Grappa 、Pisco、Singani 等）。
（2）威士忌及其他以穀類（大麥、燕麥、裸麥、小麥、玉米等等）之發酵醪，經蒸餾而得之烈酒。
（3）用發酵之甘蔗糖蜜或甘蔗汁經蒸餾而得之烈酒（蘭姆酒、塔非亞酒及巴西卡莎薩甘蔗酒）。
（4）琴酒或杜松子燒酒，係含有杜松子香精之酒精飲料。
（5）伏特加係以農產品（例如穀類、馬鈴薯）之發酵醪，經蒸餾而得之烈酒，有時再以活性碳處理。
（6）含酒精成分之飲料（通常稱為再製酒或香甜酒），例如茴香酒（用綠色大茴香及 Badian 製成），柑桂
酒（用苦柑之果皮製成），欽梅爾酒（以香菜子或小茴香子調味者）。
（7）因其濃度或顏色而名為「甜烈酒」（Cremes）之再製酒。通常酒精含量比較低，而且很甜（例如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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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咖啡、香精等等之奶油）。本節亦包括以酒精乳狀液與蛋黃、奶油等物調和而成之烈酒。
（8）果酒，係用果汁調製而成之各種再製酒，通常含有少量添加之芳香物質（櫻桃酒、黑葡萄乾酒、覆盆子
酒、杏酒等等）。
（9）將酒精與植物之果實或其他部分或藥草併同蒸餾而得之蒸餾酒（Aquavit）及其他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10）以蘋果酒（Calvados）、梅子（Mirabelle,Guestch）、櫻桃（Kirsch）或其他水果製成之烈酒。
（11）椰子酒（Arrack），係用米或棕櫚酒製成之烈酒。
（12）以發酵之刺槐豆汁經蒸餾而得之烈酒。
（13）開胃酒（苦艾酒、苦酒等），但歸入第 22.05 節，以新鮮葡萄酒為主要成分者除外。
（14）含酒精之檸檬汁（未加入藥品者）。
（15）含有外加酒精之果汁或蔬菜汁，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超過 0.5％vol 者，但第 22.04 節之產品除外。
（16）含酒精成分之飲料，有時被歸屬於食物補品，用來維持一般健康狀況。此等飲料係以諸如植物萃取物、
水果濃縮物、卵磷脂、化學品等為主要成分，並含有添加之維他命或鐵化合物。
（17）標明模仿葡萄酒之飲料，係混合蒸餾酒與果汁及（或）水、糖、色素、香料或其他成分而製成，但第
22.04 節之產品除外。
(18)用發酵之甜菜糖蜜蒸餾而得之烈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威米酒及其他以新鮮葡萄酒為主要成分之開胃酒（第 22.05 節）。
（b）已變性（任何酒精強度）之乙醇及其他酒精，或未變性之乙醇，其酒精強度以容積計算，在 80％或以
上者（第 22.07 節）。

22.09-醋及以醋酸製成之醋代用品。
(Ⅰ)醋
醋是一種酸性液體，係在空氣中及恆溫下，通常不超過攝氏 20 度及 30 度，以任何來源之含酒精液體或以經
酒精發酵之各種糖液或澱粉溶液，在醋酸菌 Mycoderma aceti 或 Acetobacter 的作用下，進行醋酸發酵而得。
本節包括下列各種醋，依據其來源而區分為：
（1）酒醋，根據其所調配之酒類，其顏色自淡黃至純紅，各有不同，由於有諸如酒酯的存在，使其賦有一
種特殊的香味。
（2）啤酒醋或麥芽醋；蘋果酒醋，梨酒醋或其他經發酵之水果醋。這些醋通常呈淡黃色。
（3）酒精醋，在自然狀態下為無色。
（4）用穀粒、糖蜜、水解之馬鈴薯、乳糖漿液等製成之醋。

(Ⅱ)醋之代用品
醋之代用品係以水稀釋醋酸而得。通常係用焦糖或其他有機著色物質來染色（參見下列（a）項所述不包括之
貨品）。
*
* *

醋及其代用品係供食品做為調味或醃製之用，醋也可以用諸如茵陳蒿之類的蔬菜或以添加香料的方式予以調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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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所含醋酸之重量超過 10％之水溶液（第 29.15 節）。但溶液通常含醋酸重量在 10％至 15％，經調味或經
著色，與食品一齊使用做為醋之代用品者，並不適用於第二十二章章註１（d）項之規定，這些溶液仍
歸入本節。
（b）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品。
（c）盥洗用醋（第 33.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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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
章註：
1.─第 23.09 節包括未列入其他號列，且經加工之動植物原料已失去原有特性，做為動物飼料用之產品，植物廢料
殘渣及加工副產品除外。

目註：
1.—第 2306.41 目所稱之「低芥子酸之油菜子」，係指在第十二章目註 1 界定之種子。

總

則

本章包括各種來自食品製造業所使用之植物性材料之殘渣及廢品以及某些動物性產品。此類產品之主要用
途，大部份作為動物飼料，有時一種材料單獨使用，有時與他材料混合使用，雖然部份此類產品亦適於人類食用。
其中若干產品（例如：酒糟、酒石、油渣餅）亦可供工業之用。
關於本章中之「團粒」意指以直接壓縮或添加黏合劑（如糖蜜、澱粉質等）凝聚而成之產品，此種添加物之
重量在比率上通常不超過全重之３％。

23.01-不適於人類食用之肉、雜碎、魚、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脊椎動物粉、粗粉及團
粒；油渣。
2301.10-肉或雜碎之粉、粗粉及團粒；油渣
2301.20-魚、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粉、粗粉及團粒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不適於人類食用之粉及粗粉，由整個動物（包括家禽、海洋哺乳類、魚類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
椎動物）或剔除骨頭、角、甲殼之動物產品（如肉或動物內臟）經過處理而得。此類產品（主要來自屠
宰場、製造魚產品之浮動工廠、罐頭包裝業等等）通常經過熱蒸及壓製或溶劑處理，以去除油脂。此類
產品，須經延長加熱之乾燥並消毒，最後研磨成粉。
本節亦包括團粒狀之上述產品（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之粉、粗粉及團粒，主要用作動物飼料，但亦可用於其他目的（例如作為肥料用）。
（2）油渣，豬或其他動物之脂肪經過處理後所剩餘之膜質組織。主要用以調製動物食品（例如狗用餅乾），
它即使適用人類食用，仍列入本節。

23.02-穀類或豆類植物經輾製與篩分後所剩餘之糠、麩皮及殘渣,不論是否呈團粒狀。
2302.10-玉米
2302.30-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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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40-其他穀類
2302.50-豆類植物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穀粒經輾製後所剩餘之糠、麩皮及殘渣。此類主要包括小麥、裸麥、大麥、燕麥、玉米、稻米、蘆粟
或喬麥磨製而成之副產品，而其澱粉含量及灰分含量與第十一章章註２（A）項規定者不相符合。
此項產品特別包括下列兩項：
（1）穀粒外皮之糠，黏有少量內胚乳及少許粉質者。
（2）麩皮（或帶麩之粗麥粉）、製造麵粉所得之副產品，係篩分後剩餘之外皮之較細部份，及少許粉質。
（B）穀粒經篩分或其他加工後所剩之殘渣，為磨粉過程前所得之篩分殘渣，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主要穀類之穀粒，較小、不成形、破碎或碎屑者；
──各種與主要穀類混在一起之零星種子；
──葉與莖之碎片，礦物質等。
此類更包括下列各項：
（1）清潔糧庫、船艙等所得之剩餘物，其成分與以上所列者非常相似。
（2）在漂白過程中稻穀所除去之皮。
（3）穀粒經過去殼、輾壓、剝片、凝珠、切片所生之下腳料。
（C）豆類植物經研磨或其他加工後所剩餘之殘渣及廢品
本節亦包括團粒狀之上述產品（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亦包括全部玉米穗軸與玉米殼一起研磨或不與玉米殼研磨而成者，其澱粉含量與灰分含量與第十一章章
註２（A）項中由玉米輾製之產品之規定標準不同。
穀類打殼後所得之穀皮，列入第 12.13 節。
本節不包括提煉植物油後，所剩餘之油渣餅或其他固體油渣（第 23.04 至 23.06 節）。

23.03-澱粉製造過程之殘渣及類似殘渣，甜菜渣、甘蔗渣及製糖之其他殘渣，釀造或蒸餾之糟
粕，不論是否呈團粒狀。
2303.10-澱粉製造過程之殘渣及類似殘渣。
2303.20-甜菜渣、甘蔗渣及製糖之其他殘渣
2303.30-釀造或蒸餾之糟粕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A）澱粉製造過程之殘渣及類似殘渣（由玉米、稻米、馬鈴薯等而得者），大部份為纖維質及蛋白質，通常呈
團粒狀或粗粉狀，但有時為餅形，用作動物飼料或肥料；其中若干（如玉米浸液）則作為生產抗生素之培養
基。
（B）甜菜渣係甜菜根煉糖後之殘渣，此種渣，不論濕或乾，均列入本節，如加糖蜜或以其他方法調製而成動物
飼料者，則屬第 23.09 節。
（C）甘蔗渣係指甘蔗經榨汁後所剩之纖維部份，用於製紙工業及調製動物飼料。
（D）製糖之其他殘渣，包括無價值之糟粕，經壓榨過濾後之殘渣等。
（E）釀造或蒸餾之糟粕，尤其包括下列各項：
（1）釀造啤酒所產生之穀物之糟粕（大麥、黑麥等），即吸取麥芽汁後之廢麥粒。
（2）在爐焙過程中由發芽之麥粒中分離而出之麥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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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用過之啤酒花。
（4）用穀粒、種子、馬鈴薯等經蒸餾酒精後所剩之糟粕。
（5）甜菜蒸餘物（甜菜糖蜜經蒸餾過程後之殘渣）。
（所有該類產品，不論濕或乾者，均列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團粒狀之上述產品（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由提煉或精製糖而取得之糖（第 17.03 節）。
（b）非活性或已使用之酵母（第 21.02 節）。
（c）燃燒或清洗甜菜糖蜜之殘渣所得之粗鉀鹽（第 26.21 節）。
（d）蔗漿（第 47.06 節）。

23.04-提煉黃豆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無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
本節包括大豆以溶劑，或榨油機、或螺桿榨油機提煉油後所剩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此類殘渣可製成有
價值之動物食品。
列入本節之殘渣可為片（餅）狀、細粒狀、或團粒狀（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亦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非組織化脫脂大豆粉。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油類糟粕（第 15.22 節）。
（b）濃縮蛋白質，係從脫脂大豆粉除去某些成分而得（用作食物調製品之添加物）及組織化大豆粉(第 21.06
節）。

23.05-提煉花生油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物，無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
本節可適用第 23.04 節註解。

23.06-提煉植物油脂所產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物，無論是否磨碎或呈團粒狀（第 23.04 或
23.05 節者除外）（＋）。
2306.10-棉子
2306.20-亞麻仁
2306.30-向日葵種子
-油菜子：
2306.41--低芥子酸之油菜子
2306.49--其他
2306.50-椰子及乾椰子肉
2306.60-棕櫚類核果及子仁
2306.90-其他
本節包括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但第 23.04 或 23.05 節所列者除外，此類殘渣係來自油籽、含油脂之果實及
穀類胚芽以溶劑，或榨油機，或螺桿榨油機中提煉油後所剩之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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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油渣餅及其他固體殘渣（亞麻仁、棉子、芝麻、乾椰子肉等）可製成有價值之動物食品；有些（如蓖麻
子）不適於作動物飼料，則作為肥料之用；其他（如苦杏餅及芥子餅）則可提煉精油。
本節亦包括去油米糠，係自米糠提煉油後所剩之殘渣。
列入本節之殘渣可為片（餅）狀、細粒或團粒狀（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亦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非組織化脫脂粉。
本節不包括油糟粕（第 15.22 節）
。
。。

目註解：
第 2306.41 目
關於「低芥子酸之油菜子」，見第十二章目註 1 和第 1205 節註解。

23.07-酒糟；酒石。
酒糟為酒於醱酵及成熟時之泥狀沈澱物。沈澱物經過濾及壓製後，即形成固體狀酒糟。乾酒糟為粉狀或粒狀，
或不規則之碎片。
酒石為凝固物，係形成於葡萄酒醱酵大桶中，或貯酒桶中。酒石或成粉狀，或呈薄片狀，或不規則結晶狀；
色澤自灰色至深紅色不等。酒石經過第一次洗濯後，成灰黃色或紅棕色結晶，視酒之顏色而定。此種洗濯後之酒
石亦列入本節。
酒糟及酒石（包括經洗滌之酒石）二者均為粗酒石酸氫鉀（Postassium hydrogen tartrates），含有比率相當高之
酒石酸鈣，為製造酒石酸氫鉀（Potassium bitartrate）（乳狀酒石）之原料，酒石酸氫鉀呈白色結晶或結晶性粉末，
無臭、酸味、在空氣中穩定不變。酒糟係調製動物食品之用，而酒石則用作媒染劑。
本節不包括乳狀酒石（第 29.18 節）及酒石酸鈣（第 29.18 或 38.24 節）。

23.08-作為動物飼料用之未列名植物材料與廢料、殘渣及副產品，無論是否呈團粒狀。
本節包括植物產品、植物廢料及工業上提煉若干成分後之殘渣及副產品，如未列入其他節且係用作動物
飼料者。
此類產品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橡實及七葉樹之實。
（2）除去玉米粒後之玉米穗軸、玉米莖及葉。
（3）甜菜或胡蘿蔔之莖葉。
（4）自蔬菜剝下之皮（豌豆莢或豆莢等）。
（5）果實之廢物（蘋果、梨等之果皮及核等）及果漿之渣粕及果渣（來自壓榨葡萄、蘋果、梨、柑橘等），
即使亦可供提煉果膠之用者。
（6）壓碎芥子後所得之副產品─糠皮。
（7）由穀粒或其他植物材料調製咖啡代用品（或咖啡代用品精）所剩餘之殘渣。
（8）製造柑橘類果汁後之剩餘液體，經濃縮而成之副產品，即所謂「柑橘糖蜜」（Citrus fruit molasses）。
（9）水解玉米之穗軸製成呋喃甲醛（2-furaldehyde）所剩之殘渣，則所謂「水解研磨玉米穗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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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產品可為團粒狀（見本章註解總則）。

23.09-調製動物飼料。
2309.10-供零售用之貓狗食品
2309.90-其他
本節所包括之甘甜芻秣及調製動物飼料，係數種營養物之混合物，其目的為：
（1）供給動物日常合理而均衡之食物（完全飼料）。
（2）用有機或無機物質以補充農作物為主之飼料，以達成每日之合適食物（補充飼料）。
（3）用以製造完全或補充飼料。
本節包括動物飼料用之產品，係植物或動物原料經過處理而得者，經過處理後已失去其原有之特性，例如，
就植物原料所得之產品而論，植物原料被處理至某種程度，以至於在顯微鏡下其原有纖維組織之特性已難辨別。

(Ⅰ)甘甜芻秣
甘甜芻秣為糖蜜或其他類似之甜物質（通常超過全重之 10％）與一種或多種營養物之混合物，主要係用以餵
牛、羊、馬、或豬。
除有高度營養價值外，糖蜜可提高食品之口味，因而增加低營養價值產品之用途，例如草、穀皮、亞麻仁薄
片及果漿之渣粕等，否則動物將不願接受。
此類甘甜調製品，通常係直接餵給動物食用，然有些則係糖蜜及高度營養食物，如小麥麩、棕櫚仁、乾椰子
之油渣餅等混合用以製造完全飼料或補充飼料。

(Ⅱ)其他調製品
（A）以提供動物每日需要之所有營養素為
目的而製成之合理及均衡之調製品（完全飼料）
此種調製品之主要特徵，在於其含有下述三組營養物中之每一組產品：
（1）「能量」營養物，包含高碳水化合物（高卡路里）物質，如澱粉、糖、纖維素及脂肪，此等物質能為動
物有機體所「燃燒」而產生能量，供給動物生命所需，並達成飼養者之目標。此類物質包括穀類、半糖
蓁菜根（half-sugar mangolds）、脂肪（tallow）、草類。
（2）「身體構成」所需之高蛋白營養物或礦物質。與能量營養物不同之處，在於此項物質不被動物有機體所
「燃燒」，而係促成動物組織及動物各種產品（乳、蛋等）之生成。主要包括蛋白質或礦物質，用作此
種目的之高蛋白質物質有豆類植物之種籽、醱酵之糟粕、油渣餅、牛奶副產品等。
礦物質主要係提供骨骼之構成，如係家禽，則為製造蛋殼之用，最常用者含有鈣、磷、氯、鈉、鉀、
鐵、碘等。
（3）「功能」營養物，此項物質可促進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及礦物質之消化。此種營養物包括維他命、微量
元素及抗生素，無或缺少此種營養物者，往往造成疾病。
以上所述三類營養素，均為動物完全食物所必需者，其混合及調配比率視動物生產而定。

（B）補充（均衡）農作物飼料之調製品（補充飼料）
農作物飼料（Farm-Producted feed），通常所含之蛋白質、礦物質及維他命頗低。本類之調製品，設法補償此
種缺失，以確保良好而均衡之動物飼料。此類調製品含有蛋白質、礦物質或維他命，以及額外添加之能量飼料（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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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合物），以用作其他成分之輸送媒介。
從品質而論，此類調製品雖與（A）項所述者成分幾乎相同，但不同之處，在於其對某一特殊之營養素有
較高之含量。
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魚及海洋哺乳動物可溶性物質溶於液體中或黏性溶液中，或成漿糊狀或乾燥狀者，亦可於魚類或海洋哺
乳動物製造粗粉或油時得之殘液經由濃縮並安定（內含水溶性物質，即蛋白質、維他命Ｂ、鹽等）而製
成。
（2）由紫花目蓿（lucerne）汁經過熱處理而得之全綠葉蛋白質濃縮物及綠色部份葉蛋白質濃縮物。

（C）製造以上（A）及（B）項所述之完全飼料或補充飼料用之調製品
此種調製品，貿易上稱作「預配料」（Premixes），一般而論為含有甚多物質（有時名為添加物）之混合組
成物，其性質及混合比率係根據動物需要而異，此項物質有下列三種類型：
（1）增進消化及確保動物對飼料有良好之吸收以保護其健康之物質：維他命或維他命原、胺基酸、抗生素、
抗球蟲劑（coccidiostats）、微量元素、乳化劑（emulsifiers）、香料及食慾促進劑等。
（2）有助於保存飼料在動物食用前良好品質之物品（特別為油脂成分）例如：穩定劑、抗氧化劑等。
（3）作為輸送劑之用者，包括一種或多種有機營養物質（樹薯或大豆粉、帶麩之粗麥粉、酵母、食品工業
之各種殘渣等）或無機物質（如菱鎂礦、白堊、高嶺土（陶土）、鹽、磷酸鹽等）。
以上（1）項所述物質之濃度，以及輸送劑之性質，其決定要素在於確保此類物質能均勻地散佈，並混合於
加有調製品之混合飼料中。
本組亦包括動物飼料用之下列各項製品：
（a）由數種礦物質所構成之調製品。
（b）由（1）項所述類型之活性物質及輸送劑所構成之調製品，例如抗生素製造過程中之產品，係簡單地將
醱酵器內之物質使之乾燥而得（重要者有菌絲、培養基及抗生素）。最後之乾燥物質，不論是否加入有
機或無機物質使之規格化，抗生素之成分通常在 8％至 16％之間，特別用作調製「預混食品」之基本材
料。
但此類產品不得與若干獸醫用調製品混淆，後者通常具有醫療性質，並含有較高濃度之活性物質，而其包裝
形式亦不相同。
*
* *

本節更包含下列各項：
（1）貓、狗等食用之調製品，由肉、雜碎及其他物質混合而成裝於密閉容器內，其容量約供一餐之用。
（2）狗或其他動物食用之餅乾，通常用粉、澱粉或穀類食品與油渣或碎肉混合而成。
（3）甜製品，不論是否含有可可，專供狗或其他動物食用者。
（4）鳥飼料（如一種由粟、金絲雀籽（canary seeds）、去殼燕麥及亞麻仁所組成之製品，用作鸚哥之主要或
完全食品）或魚飼料。
本節之動物用飼料調製品，通常製成團粒狀（見本章總則註解）。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由一種原料或數種同一節之原料混合而成之團粒，即使含有粘合劑（糖蜜、澱粉質等）且其重量通常不
超過 3％（第 07.14、12.14、23.01 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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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穀粒之簡單混合物（第十章），穀類粉或豆類植物粉之簡單混合物（第十一章）。
（c）調製品，經考慮其性質、純度及成分之比率，以及製造過程中之衛生條件，如在適宜之場合，並研究其
包裝上之說明或其他說明資料後，經證明既可飼養動物，亦可作為人類食物者（特別是第 19.01 及 21.06
節）。
（d）第 23.08 節之植物廢料、殘渣及副產品。
（e）維生素，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或為互相混合者，不論是否溶於任何溶劑或使之安定而添加抗氧化劑
或抗結塊劑、吸附於受質上或應用例如白明膠、腊、脂類等之保護塗層，但以該添加物、受質或塗層物
不逾越在保存或運輸上所需之量，且不改變該維生素的特性，及不使它們逾越其一般性用途，亦即不得
適用於特定用途者為限（29.36 節）。
（f）其他第二十九章之產品。
（g）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
（h）第三十五章之蛋白質物質。
（ij）製造動物用飼料時使用之抗菌消毒劑類配製品，以供控制其不需要的微生物（第 38.08 節）。
（k）自過濾及第一階段之萃取所得之抗生素製造過程之中間產品，以及製造抗生素過程之殘留物，其抗生素
之含量通常不超過 70％（第 38.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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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醫藥用紙菸（第三十章）。

目註：
1.─第 2403.11 目所稱「水菸」係指以水煙管吸用之菸，其係含菸草和甘油的混合物，不論是否含有芳香油及萃取
物，糖蜜或糖，以及不論是否以水果調味。但以水煙吸用之不含菸草產品則非屬本目。

總

則

菸草係得自各種栽培之茄科尼古丁屬（Nicotina of the Solanaceae）植物。菸葉之大小及形狀每種均不相同。
菸葉收穫之方法及調製過程，係取決於菸草之種類（類型）。有的在整株菸葉平均成熟時全株砍收（梗莖收
法 Stalk cuuuting 或稱株收），有的則視每一片菸葉的成熟度逐葉採收（分組採收法 Priming）。因此，菸葉有整株
（梗莖的部分）調製或分片調製之別。
調製菸葉有各種不同的方法，像日乾法（Sun curing，在戶外曝晒），氣乾法（Aircuring ，在關閉但能通風之
屋棚內陰乾），火管烤製法（flue curing，利用鐵管導入熱空氣調製），或火灼法（fire curing，用直火烘烤）。
在打包之前，乾燥後之菸葉仍須加以處理，以確保其貯存存之品質。可以使用控制其自然發酵的方法來處理
（爪哇、蘇門簽臘、哈瓦那、巴西、東方各國等），也可以用人工複薰的方法來處理。上述的處理與調製，能夠
促使菸葉之風味及芳香（香味）在包裝之後即自然熟成。
菸葉在經過處理之後，予以紮捆打包（以各種形式）、成桶或成箱。在打包之後，菸葉或排列整齊（東方國
家），或捆綁在一起（數張菸葉以同一種菸葉或以另一種菸葉綁在一起），僅呈零散之菸葉。無論如何，菸葉總
是壓得很緊，以確保其貯存品質。
在某些情況下，除發酵（或不發酵）之外，還添加調味料或乾燥劑（加料），以改善菸葉之香味或維持其品
質。
本章不僅包括原料菸葉及菸葉加工製品，還包括不含菸草成分之菸葉代用品。

24.01-原料菸葉；菸葉下腳。
2401.10-菸葉，未除骨者。
2401.20-菸葉，部份或全部除骨者。
2401.30-菸葉下腳。
本節包括：
（1）原料菸葉，其形狀有整株的，或整葉呈自然狀態的，有已經調製或發酵的，有去骨或未去骨的，有修剪
或未修剪的，有破碎或切割的（包括切成一定形狀，但不能立即吸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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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菸葉經混合後，去除菸骨，並用一種適當的液體加料（加味或加酒），旨在防霉及乾燥，並且保持
其香味者，均包括在本節之內。
（2）菸葉下腳，例如處理菸葉，或製造菸葉產品時所產生之廢物（菸莖、菸桿、中骨、修剪下來之葉片、塵
埃等）。

24.02-菸葉或菸葉代用品所製之雪茄菸、呂宋菸、小雪茄菸及紙菸。
2402.10-含菸葉之雪茄菸、呂宋菸及小雪茄菸
2402.20-含菸葉之紙菸
2402.90-其他
本節僅限於以菸葉或菸葉代用品製成之雪茄菸（不論加外包葉與否）、呂宋菸、小雪茄菸及紙菸。其他吸用
菸葉，不論是否含有任何比例之菸葉代用品均不包括在內（第 24.03 節）。
本節包括：
（1）含菸葉之雪茄菸、呂宋菸及小雪茄菸
這些雪茄菸可能完全用菸葉製成，也可能用菸葉及菸葉代用品之混合物配製而成，至於菸葉及菸葉代用
品在混合物中所佔比例多寡，則不在考慮之列。
（2）含菸葉之紙菸
除了包括僅含菸葉之紙菸外，本節也包括以菸葉及菸葉代用品之混合物所配製而成之紙菸，至於菸葉及
菸葉代用品在混合物中所占比例多寡，則不在考慮之列。
（3）以菸葉代用品製成之雪茄菸、呂宋菸、小雪茄菸及紙菸。例如，用經過特別處理之各種萵苣葉所配製而
成的「紙菸」（吸用的紙菸），既不含菸葉，也不含尼古丁。
本節不包括藥用紙菸（第三十章），惟紙菸含有某些特定產品形態，尤其是具有戒除吸菸習慣的處方，但不
具有醫療性質者，則仍歸入本節。

24.03-其他加工菸葉及菸葉代用製品─包括「均質」或「複合」之菸葉；菸葉成分抽出物及菸
精（＋）
。
-吸菸，不論是否含有任何比例之菸葉代用品：
2403.11--符合本章目註一所述之水菸
2403.19--其他
-其他：
2403.91--「均質」或「複合」菸葉
2403.99--其他
本節包括：
（1）吸煙菸，無論是否含有任何比例之菸葉代用品，例如菸葉加工製品，用於菸斗或製造紙菸者。
（2）嚼菸，通常為高度發酵及液化者。
（3）鼻菸，或多或少帶有香料。
（4）菸葉經壓縮或液化用以製造鼻菸者。
（5）菸葉代用品，例如不含菸葉之吸煙用混合物，但不包括諸如大麻菸之類的貨品（第 12.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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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均質」或「複合」菸葉，係將菸草精細地分為菸葉、菸葉下腳或菸屑後，再加以凝聚而製成者，不論
其是否有裏襯（例如由菸柄纖維組成之頁狀物），通常係包裝成長方形的薄片或細長形的條帶。這種菸
葉能夠使用薄片形狀（做為雪茄菸之外包葉），或被用來撕成碎片、切成小塊（做為雪茄菸之填充菸）。
（7）菸葉成份抽出物及菸精，係濕菸葉經壓榨而得之液體，或廢菸葉放在水中煮沸所調製而成之液體，主要
是用來製造殺蟲劑或驅蟲劑。
本節不包括。
（a）尼古丁（從菸葉中抽出之鹹性物質）（第 29.39 節）。
（b）第 38.08 節之殺蟲劑。

目註解：
第 2403.11 目
本目特別包括以水果、甘油、芳香油及萃取物調味之菸草、糖蜜或糖的混合物（例如：芳香水菸草（Meassel
或 Massel））。本目亦包括不含糖蜜或糖的產品（例如：杜巴水菸草（Tumbak）或亞佳米水菸草（Ajami））。但
本目不包括供水菸吸用，不含菸草之產品（例如：祖睞水菸草（Jurak））（第 2403.99 目）。
水煙管亦有其他名稱，例如：「narguile」
、「argila」、「boury」、「gouza」、
「hookah」、
「shisha」或「hubble-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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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礦產品

第二十五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章註：
1.─除本章各節或註４另有規定者外，本章僅包括原產狀態下之礦產品或其業經洗滌（包括以化學品汰除雜質而
未改變該產品結構者）、壓碎、研磨成粉、篩分及以浮選、磁選或其他機械或物理方法處理（不包括結晶法）
之礦產品，但不包括經焙燒、煅燒、混合或超過各節所述加工者。
本章之礦產品可含添加抗塵劑，但須不改變礦產品之用途，而係仍供一般用途使用。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昇華硫磺、沈澱硫磺或膠狀硫磺（第 28.02 節）；
（b）土色料，其含量以三氧化二鐵計算，其重量百分比在七十以上者（第 28.21 節）；
（c）第三十章內之醫藥品或其他產品；
（d）香水、化粧品或盥洗用品（第三十三章）；
（e）長方砌石、緣石及扁平石（第 68.01 節）；馬賽克石塊及類似品（第 68.02 節）；作屋頂、牆面或防濕
用之板岩（第 68.03 節）；
（f）寶石或次寶石（第 71.02 或 71.03 節）；
（g）第 38.24 節氯化鈉或氧化鎂之培養晶體（不包括光學原件），其每粒重量不低於 2.5 公克；氯化鈉或氧
化鎂之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h）撞球遊戲用粉塊（第 95.04 節）；或
（ij）書寫或繪圖用粉筆及裁縫用粉塊（第 96.09 節）。
3.─任何產品既可歸第 25.17 節內，同時也可歸入本章其他號列者，應歸列於第 25.17 節。
4.─第 25.30 節包括：未膨脹之蛭石、珍珠岩及綠泥石；已否煅燒或是混合之土色料；天然雲母狀氧化鐵；海泡石
（不論是否磨光成塊）及琥珀；凝集之海泡石及琥珀，已為板、條、棒或類似形狀而未加工者；黑玉；碳酸
鍶礦（不論是否煅燒），氧化鍶除外；碎陶器、碎磚塊或碎混凝土塊。

總

則

依章註１.之規定，除本章各該號別另有規定者外，本章原則上僅包括在原產狀態下之產品或其業經洗滌（包
括以化學品汰除雜質之洗滌，但規定不得改變產品之本身結構）、壓碎、研磨成粉，篩分及以浮選、磁選或其他
機械或物理方法處理（不包括結晶法）精選之礦產品；本章的產品亦可能經加熱以除去水份或不純物，或為了其
他目的而加熱，但以該熱處理並未改變產品的化學或結晶構造者為限。所以，除非在該節內容中有特別許可，其
他的加熱處理（例如，焙燒、熔融或煅燒）是不被允許的。準此，例如第 2513 及 2517 節的產品其內容明確地提
及熱處理，所以這些節的產品中可能導致化學或結晶構造改變之熱處理是允許的；本章之礦產品可包含附加之抗
塵劑，但規定該項添加應不可以使得該產品成為專供特殊用途而非一般用途之用。礦物曾經其他程序調製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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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再結晶純化，得自本章所列同一或不同節之混合礦物，經成型、雕刻而製成之製品等），通常均列於以後
各章（如第二十八或六十八章）。
但在某些情形下，各節仍包括：
（1）天然狀態非受限於本章章註─所述加工方法之具體列名貨品者。例如：純氯化鈉（第 25.01 節），某些精製
硫磺（第 25.03 節），燒磨土（第 25.08 節），熟石膏（第 25.20 節），生石灰（第 25.22 節）及水硬性水泥
（第 25.23 節）。
（2）雖然在某些特殊情況或加工方法已超出本章章註一所允許的範圍，但在各節已列述貨名者。例如：毒重石 （第
25.11 節），矽質化石粉及類似之矽質土（第 25.12 節）和白雲石（第 25.18 節）可以經過煅燒處理；菱鎂礦
和苦土（第 25.19 節）可以經過熔結或煅燒（僵燒（燒結）或輕燒）處理；在僵燒（燒結）苦土時可以加入
其他氧化物（如氧化鐵、氧化鉻）以利燒結操作。同樣地在第 25.06、25.14、25.15、25.16、25.18 及 25.26 節
所列物質以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塊。
當產品可同時歸列於第 25.17 節及本章其他節時，均應被歸列於 25.17 節。
本章並不包括第七十一章之寶石及次寶石。

25.01-鹽（包括食鹽及加工鹽）及純氯化鈉，不論是否為水溶液或添加抗結塊劑或暢流劑之鹽
；海水。
本節所述為氯化鈉之相關產品，常稱其為鹽。鹽可用於烹調（烹調鹽、食鹽），但亦有其他許多用途；必要
時並可經改性，使其不適於供人食用。
本節包括：
（A）從地下萃取之鹽：
─使用傳統採礦法獲得者（岩鹽）。
─或用溶液採礦法獲得者（將水加壓注入含鹽層，再以飽和鹽水送回地表之方法）。
（B）蒸發法製得之鹽：
─利用太陽能蒸發海水獲得之晒鹽（海鹽）。
─藉蒸發飽和鹽水而得之精鹽。
（C）海水、鹽滷和其他含鹽水溶液。
本節亦包括：
（1）略加以碘化、磷酸鹽化等或經能使其保持乾燥狀態之處理而得之鹽（食鹽）。
（2）添加抗結塊劑或易流動劑之鹽。
（3）曾經任何處理程序而變性之鹽。
（4）殘留氯化鈉，特別是在化學處理程序（如電解）中留存下來者，或是某些礦物在其處理過程中所得之
副產品。
本節並不包括：
（a）含鹽調味料，如芹菜鹽（第 21.03 節）。
（b）裝於安瓿之氯化鈉溶液，包括海水，以及其他製成藥品之氯化鈉（第三十章），及供衛生用途之零售
包裝氯化鈉溶液，非供醫療及藥用，無論是否無菌（第 3307 節）。
（c）每粒重量超過 2.5 公克之氯化鈉培養晶體（非光學元件）（第 38.24 節）。
（d）氯化鈉之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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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2-未焙燒硫化鐵礦。
本節所述為未焙燒硫化鐵礦，含未焙燒之含銅黃鐵礦。
黃鐵礦之主要成分為硫化鐵；其色為灰或淺黃，當將其礦皮剝除時呈現金屬光澤；粉狀時常呈淺灰色。
未經焙燒之黃鐵礦主要係用以萃取硫磺，雖然某些含銅黃鐵礦亦可供回收銅之用，但屬副產品。
本節不包括所有已焙燒之黃鐵礦（第 26.01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黃銅礦（混合之硫化銅鐵）（第 26.03 節）。
（b）白鐵礦（次寶石）（第 71.03 節）。

25.03-昇華、沈澱及膠狀硫磺以外之其他各種硫磺。
本節包括：
（1）以游離狀態存在之未加工礦物硫磺，不論其是否已經機械法去除部分岩石物質，濃縮過者。
（2）以熔化法從礦物硫磺中萃取而得之未精製硫磺；此一處理程序包括使用硫磺窯爐（石灰窯）、熔爐（吉
爾爐）等來進行，以及將過熱之水蒸氣經管子壓入鑽孔中，以自其沈沉積層中取得硫磺之處理程序（法
拉西處理程序）。
（3）由焙燒黃鐵礦或處理其他硫磺礦所獲得之未精製硫磺。
（4）在煤氣純化過程、硫磺熔爐氣體刷洗過程、酸性天然氣及未加工酸性礦物油之精製過程等等所獲得副
產品，經再製而得之未精製硫磺。有時這些再製得之硫磺會被指為是「純化硫磺」或「沉澱硫磺」，
因此須注意不可與第 28.02 節註解所定義之沉澱硫磺相混淆。
上述(2) (3) (4)三段所述之未精製硫磺，其純度有時相當高；尤其是由法拉西程序所得之硫磺，其
所含之雜質極少，但事實未經精製，通常為粗糙之塊狀或粉塵狀。
（5）經快速蒸餾再由液態冷凝成之精製硫磺，其固化後可模製成棍棒或塊狀或固化後壓碎。
（6）將硫磺（不純者或已精製者）研磨後再以機械方法或氣體抽吸方法加以篩分而得精細粉末狀硫磺。這
類產品依其處理程序及顆粒細度而被稱為「篩分硫磺」、「精篩硫磺」、「原子級硫磺」等等。
（7）將硫磺蒸氣急速冷卻未經過液相而製得之硫磺，其特性為不溶於二硫化碳（硫磺μ）。
歸列於本節之各類型硫磺均係使用於化學工業（製造各種含硫化物、含硫染料等）、硫化橡膠、葡萄栽培
時之殺黴菌劑、火柴製造及含硫磺燈心製造以及製造二氧化硫供漂白工業等。
本節不包括昇華硫磺、沉澱硫磺及膠質硫磺（第 28.02 節）。包裝成殺黴菌劑零售包之硫磺列於第 38.08 節。

25.04-天然石墨。
2504.10-粉狀或細片狀
2504.90-其他
天然石墨（又稱黑鉛）為碳之一種，可藉其具光澤及可在紙上劃出痕跡之特性來加以鑑別（因具此特性而可
做為鉛筆心），其視比重依純度而異，範圍在 1.9 到 2.26 之間；最純者其碳含量在 90 至 96%之間，次級品之含量
在 40 到 80%之間。
僅經加熱處理以汰除雜質之天然石墨仍列於本節。
天然石墨除用以製造鉛筆外，還可作為拋光劑及用於坩堝、其他耐火製品、熔爐電極及其他電器零件之製
造。
本節不包括人造石墨（與天然石墨類似，但純度較高且比重較低）、膠質或半膠質石墨，以及用石墨調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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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狀、塊狀、板狀者及其他形狀之半成品（第 38.01 節）；亦不包括天然石墨之製成品（通常是列於第 68.15、69.02、
69.03 或 85.45 節）。

25.05-各種天然砂（第二十六章之含金屬之砂除外），不論是否著色。
2505.10-矽砂及石英砂
2505.90-其他
除具有商業提取價值之金屬礦砂歸入第 26 章外，本節涵蓋所有的天然海、湖、河及採石場之砂（亦即：礦
石經由天然風化作用而成微小顆粒之砂）但不包括以人工方法如壓碎而得之砂石或粉末（歸列於第 25.17 節或有
關岩石之節）。
本節亦涵蓋：
（1）矽砂和石英砂，用於建築、玻璃工業、金屬清潔等。
（2）粘土質砂，包括高嶺土質砂，其主要用途為製造鑄模及耐火產品者。
（3）長石質砂，用於陶瓷工業。
僅經加熱處理以汰除雜質之天然砂，仍列於本節。
此外，本節並不包括金砂、鉑砂、鋯砂、金紅石砂及鈦鐵礦砂；亦不包括屬於釷礦石之獨居石砂（獨居石）；
這些砂均應列入第二十六章。本節亦不涵蓋焦油砂或瀝青砂（第 27.14 節）。

25.06-石英（天然砂除外）
；石英岩，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或切割成長方形（包括
方形）板塊。
2506.10-石英
2506.20-石英岩
石英是矽石之天然結晶體。
歸入本節之石英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條件：
（a）必須為未加工者，或不得有超過本章註１所規定之程序處理者，因此僅有為使其易於壓碎而設計之加
熱處理，應視為本章註１所允許之處理程序。
（b）其品質和種類必須為不宜於製造寶石（例如：水晶、煙石英、紫水晶及玫瑰石英）。製寶石之石英，
縱使可用於科技製造方面，例如：壓電石英或工具零件製造，亦不歸入本節（第 71.03 節）。
石英岩是由矽質粘合物凝集石英砂而成的一種極堅硬且緊密之岩石。
石英岩在未加工狀態下或是經過本章註１所規定之程序處理而得者，或當它曾經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
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時，才被列於本節內。但特別注意：本節不包括那些經鑑別其形狀為可供馬路或
舖路用長方砌石、扁平石或邊緣石之石英岩（第 68.01 節），即使僅經成形或是依照本節文中所規定之程序處理
而得，仍不包含於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
（a）天然石英砂（第 25.05 節）。
（b）第 25.17 節的火石或其他產品。
（c）石英製之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25.07-高嶺土及其他高嶺土質黏土，不論已否煅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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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涵蓋高嶺土及其他高嶺土質粘土，亦即其主成分為高嶺土類礦物，如：高嶺石、狄克石及珍珠陶土、富
矽高嶺土（Anauxite）及敘永石。這些粘土即使經過煅燒仍包含在本節。
高嶺土，亦稱陶瓷土，為一高級白色或近乎白色之粘土，用於窯業和造紙工業。含高嶺土之砂不包括於本節
（第 25.05 節）。

25.08-其他黏土（不包括第 68.06 節之已膨脹黏土），紅柱石，藍晶石及矽線石，不論其是否煅
燒在內；富鋁紅柱石；燒磨土（燒粉）及第納斯土（＋）。
2508.10-膨土（膨潤土或 土）
2508.30-火黏土（耐火泥）
2508.40-其他黏土
2508.50-紅柱石、藍晶石及矽線石
2508.60-富鋁紅柱石
2508.70-燒磨土（燒粉）或第納斯土
本節涵蓋由矽酸鋁為基本成分之沈澱土或沈澱岩組成的所有天然黏土性物質（第 25.07 節之高嶺土及其他高
嶺土質黏土除外），這些產品具可塑性、火燒後具有硬化及耐熱之特性，亦因具有這些特性而成為窯業（磚、建
築用磁磚、瓷器陶瓷、陶器、耐火磚及其他耐高溫物品等）之原料；普通黏土亦可供土壤改良之用。
這些產品即使是曾經經過加熱處理以去除少部分或大部分結合水（以產製吸水性黏土）或完全煅燒，仍列於
本節。
除普通黏土外，下列之特殊產品亦列於本節：
（1）膨潤土：源於火山灰之一種黏土；主要係供做鑄造用砂的配料，亦可供做油類精製時之過濾劑及脫色
劑，亦可用於紡織品之去漬劑。
（2）漂白土：為一具極高吸收能力之天然泥土物質，其主成分為鎂鋁海泡石，使用於油類脫色、紡織品去
漬等。
（3）紅柱石、藍晶石及矽線石：為一種天然無水矽酸鋁，可做耐火材料。
（4）富鋁紅柱石：將矽線石、藍晶石或紅柱石予以加熱處理，或將矽石或黏土與氧化鋁之混合物置於電氣
熔爐內熔結而得，可供製備極具耐高溫之耐火製品。
（5）燒磨土：亦稱「火泥烈酒」，係將火泥磚壓碎或是將黏土與其他耐火物質之煅燒混合物予以壓碎而製
得。
（6）第納斯土：為由含黏土之石英質土所組成之一耐火物質，亦可將黏土與磨細之石英或石英砂相混合而
製得。
本節並不包括：
（a）作為第 25.30 節所述土色料範圍的粘土。
（b）活性化黏土（第 38.02 節）。
（c）專為製造特定陶瓷產品而調製者（第 38.24 節）。
（d）膨脹黏土（用作輕質混凝土的集料或隔熱材料），即使其僅經煅燒天然黏土而製得者（第 68.06 節）。

。
。。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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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08.10 目
第 2508.10 目包括鈉質膨潤土（膨脹性膨潤土）及鈣質膨潤土（非膨脹性膨潤土）。

第 2508.30 目
第 2508.30 目不包括其主成分為高嶺土之黏土，其中有些為“耐火泥”(fire-clays)；這類黏土應列於第 25.07
節。

25.09-白堊。
白堊為天然的碳酸鈣，其主要組成為水中微生物之殼骸。
本節並不包括：
（a）磷酸白堊（第 25.10 節）。
（b）塊滑石或滑石（有時亦稱之為「法蘭西白堊」或「威尼斯白堊」（第 25.26 節）。
（c）調製成牙粉之粉狀白堊（第 33.06 節）。
（d）第 34.05 節之金屬擦亮劑及其類似之調製品。
（e）粉狀碳酸鈣，其顆粒被覆脂肪酸（如硬脂酸）之防水表層（第 38.24 節）。
（f）撞球遊戲用粉塊（第 95.04 節）。
（g）書寫或繪圖用粉筆及裁縫用粉塊（第 96.09 節）。

25.10-天然磷酸鈣，天然磷酸鋁鈣及磷酸鹽白堊。
2510.10-未磨碎者
2510.20-已磨碎者
本節僅涵蓋磷灰石及其他天然磷酸鈣（磷鋑三鈣及磷灰岩）、天然磷酸鋁鈣及磷酸鹽白堊（白堊與磷酸鈣天
然混合而成者）。
這些產品即使已磨細成可供肥料之用，或者是經加熱處理以去除雜質，均仍列於本節內，但本節不包括經超
出清除雜質範圍的煅燒或更進一步加熱理而得之產品。（第 31.03 或 31.05 節）。

25.11-天然硫酸鋇（重晶石）
；天然碳酸鋇（毒重石）
，不論是否煅燒，但第 28.16 節之氧化鋇不
在內。
2511.10-天然硫酸鋇（重晶石）
2511.20-天然碳酸鋇（毒重石）
本節僅涵蓋天然的硫酸鋇（重晶石─有時亦稱之為重的晶石）及碳酸鋇（毒重石）。已精製或以化學方法生
產之硫酸鋇及碳酸鋇並不包括在內（分列於第 28.33 及 28.36 節）。
含有大量不純氧化鋇之已煅燒毒重石仍列於本節內。
本節不包括已純化之氧化鋇（第 28.16 節）。

25.12-矽質化石粉（例如：矽藻土）及類似矽質土，不論是否煅燒，其視比重不超過一者。
這些物質由微小化石有機物（矽藻等）所形成之矽質土，質量很輕；其“視比重”不得超過 1。即在未擠壓
下有效重量以公斤/1000 立方公分表示之，必須不超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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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矽質土有坑塞古爾矽藻土、特利波里矽藻土、代阿脫邁矽藻土及莫洛矽藻土；雖然列於本節之某些泥
土，有時會被指為是「特利波里土」，但不可與被稱之為「腐朽石」的真正的特利波里矽藻土相混淆，由於「腐
朽石」是某些岩石經自然崩解而得，它並不含矽藻成分，主要用作低強度拋光磨科，應列於第 25.13 節。
本節之各種土類有時被不正確的稱之為「滴虫類土」（infusorial earths）。
這些矽質土類大部分可供製造第 68.06 或 69.01 節之耐熱製品及隔熱或隔音之製品。因此，鋸成塊狀之矽藻土，
如果是未經燒製，則列於第 68.06 節；否則便須列入第 69.01 節。
本節之部分產品可供做研磨粉或拋光粉之用。
本節不包括活性化矽藻土，例如：與氯化鈉或碳酸鈉之類的燒結劑一起煅燒而得之矽藻土（第 38.02 節）；
此外，為去除雜質之煅燒（未添加其他產品）或為達此目的之酸洗但未改變其結構所得之矽藻土，仍列入本節。

25.13-浮石；金剛砂；天然鋼玉（石）
；天然柘榴石及其他天然研磨料，已否經熱處理者均在內
。
2513.10-浮石
2513.20-金剛砂、天然鋼玉（石）、天然柘榴石及其他天然研磨料
浮石為一多孔性火山岩，觸感粗糙且重量極輕，常呈微白或灰色，有時亦呈棕或紅色。本節亦涵蓋已壓碎之
浮石。
金剛砂是由小而堅硬之氧化鋁晶體與氧化鐵及雲母顆粒相混合而成之一密緻岩石。常呈石塊狀，經簡單之壓
碎處理後可做研磨粉料。已壓碎之金剛砂為一暗棕色的粉末，偶爾會散現出閃爍之顆粒；磁鐵可吸引其氧化鐵顆
粒。
天然鋼玉（石）之主要組成亦為氧化鋁，但與金剛砂不同，常呈精細顆粒狀，用袋包裝。已磨碎或壓碎之
鋼玉（石）主要組成為白色小粒子，其中摻雜少量之黑或黃色微粒。天然鋼玉（石）即使曾經加熱處理亦列於
本節。
其他天然研磨料包括稱為「腐朽石」之特利波里矽藻土，為一深灰色產品，可做為低強度研磨料或拋光料，
以及除第七十一章所規定以外之柘榴石（含粉塵狀者）。天然研磨料即使曾經加熱處理仍列於本節；例如：天然
石榴石在分級後常須經加熱處理以增進其毛細管作用及其硬度。
本節不包括：
（a）本章其他節中所列之研磨料物質。
（b）第 71.03 節之寶石或次寶石（如紅寶石、藍寶石）。
（c）人造研磨料：如人造鋼玉（石）（第 28.18 節）、碳化矽（第 28.49 節）及合成寶石或次寶石（第 71.04
節）。
（d）粉塵狀之天然或合成寶石及次寶石（第 71.05 節）。

25.14-板岩，不論其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或塊狀。
板岩易於裂成薄板，通常為藍灰色，但有時也為黑色或紫黑色。
本節涵蓋原狀之板岩，或者是用鋸或其他方法（如金屬索線）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狀或塊
狀之板岩。粉狀和廢板岩亦包括在本節內。
此外，本節並不包括歸列於第 6802 節之馬賽克石塊，或應歸列於第 6803 節之下列貨品：
（a）曾用上述方法以外之方法，例如被切割或鋸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以外之其他形狀、被研磨、被拋光、
被斜切或其他加工，做更進一步之加工而成板、塊、片狀之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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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供屋頂用、覆牆用及防潮用之板岩，即使是加工成本節所述形狀。
（c）凝聚板岩的製品。
本節亦不包括調製成可供書寫及繪圖用之板岩或板岩黑板，不論是否裝框（第 96.10 節）以及板岩鉛筆（第
96.09 節）。

25.15-大理石、石灰華、石灰石及其他石灰質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其視比重為 2.5 及以上者，
以及雪花石膏，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板塊（＋
）。
-大理石及石灰華：
2515.11--原石或略加修整者
2515.12--僅用鋸或其他方法僅粗切成長方形（含方形）之板塊
2515.20-石灰石及其他石灰質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雪花石膏
大理石為一堅硬石灰質石，結構均勻顆粒精細，常為不透明或半透明結晶體。大理石常因氧化礦物之存在而
呈現不同顏色（有色紋理大理石、條紋狀大理石），但亦有呈純白色者。
石灰華為含有成層狀孔隙之石灰質石。
“依考新”石灰石是產自比利時，特別是依考新地區的各不同採石場所開採者，它是一具有不規則結晶構造
之淡藍灰色且含有許多貝殼化石。在其斷面會有類似花崗石之粒狀表面出現，也因此稱之為「比利時花崗石」、
「法蘭德斯花崗石」或「小花崗石」。
本節涵蓋其他類似紀念碑用或建築用之堅硬石灰質石，但規定其視比重（亦即有效重量以公斤/1000 立方公分
為單位）必須在 2.5 或以上。視比重在 2.5 以下之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灰質石應列於第 25.16 節。
本節亦包括常呈白色且均勻半透明之石膏質雪花石膏及常態下呈黃色並有紋路之石灰質雪花石膏。
本節所載明言之石材，限制其必須呈大塊狀或者是用鋸或其他方法略加修整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
或塊狀。成粒狀、小碎片或粉狀者列於第 25.17 節。
曾經進一步加工之塊狀等製品，亦即已有浮雕者，已用鎬，鎚子或鑿子等加以修琢者，已磨光、拋光、去稜
角者等均列於第 68.02 節；毛板製品亦適用此一分類方法。
本節亦不包括：
（a）蛇紋石或閃化輝綠岩（一種矽酸鎂石，有時亦稱大理石）（第 25.16 節）。
（b）石灰石（通稱為“石印石”，使用於印刷工業）（天然狀態者列於第 25.30 節）。
（c）明顯用作為馬賽克磚或可供舖路用石板的石料；即使它們僅是依照本節所載明之方式成形或處理（分
列於第 68.02 或 68.01 節）。
。
。。

目註解：
第 2515.11 目
本目所稱“原石”，係指僅沿石頭之天然龜裂面加以劈開之板或塊，其表面通常為凹凸狀或波狀且常帶有用
工具（鐵橇、鐵桿、十字鎬等）分割的痕跡。
本目尚包括自採石場掘面（利用十字鎬、爆炸等）取得形狀不整齊的石頭，它經常有不平坦，破損的表面和
不規則的邊緣，且常帶有採石過的痕跡（爆裂的洞，十字鎬的痕跡等），這些未成形的石頭通常用在堤防、防波
堤和路基等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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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亦包括來自正常篩選或後續加工所產生的不規則廢石料（鑿切或鋸下之廢料等），且其體積較大，足可
供切割成材或建築用者，否則歸列第 25.17 節。
所稱“略加修整”的石料，係指石頭挖出後，非常粗略地加以加工成板或塊，且仍然保有粗糙不均勻的表面，
此種加工包括用鐵鎚或鑿子類之工具除去不必要的突出物。
本目不包括已切成長方形（含方形）之板或塊。

第 2515.12 目
在本目中所包括的板、塊，必須是僅經用鋸的方式而成並在其表面明顯看到切割的痕跡（用鋼線索或其他鋸
子），若利用鋸子很精細的切割石頭，產生的切痕，可能非常的輕淺、平坦，在此情況下，可利用一張薄紙放在
其上，以鉛筆在其表面，盡可能平坦地、輕輕地、均勻地來回塗磨，如此對於精細切鋸或具非常微粒之表面，此
法亦可顯示鋸痕。
本目包括用鋸子切鋸以外之其他方法（例：利用鎚或鑿子切割）而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或塊。

25.16-花崗石、斑岩、玄武岩、砂岩及其他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不論其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
粗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
-花崗岩：
2516.11--原石或略加修整者
2516.12--用鋸或其他方法僅粗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
2516.20-砂岩
2516.90-其他紀念碑或建築用石
花崗石是由石英晶體與長石及雲母集合而成的一種極堅硬顆粒狀火成岩，其顏色（灰色、綠色、粉紅色、紅
色等）依上述三種成分物質之相對比例及氧化鐵與氧化錳之存在與否而改變。
斑岩為一種精細微粒結構且略呈半透明之花崗石。
砂岩為一種沈積岩，係由石灰質或矽質物質凝聚細小石英粒或矽質微粒所組成。
玄武岩也是一種火成岩，呈淡黑色，質緻密且堅硬。
本節亦包括其他堅硬之火成岩（例如：正長岩、片麻岩、粗面岩、熔岩、輝綠岩、閃長岩、響岩）以及未列
於第 25.15 節之石灰質紀念碑用或建築用石（包括建築用石灰石或波特蘭石）及不能列入第 25.15 節之天然矽酸鎂
形成之蛇紋石大理石（或閃化輝綠岩）。
本節之石材可以使用第 25.15 節相同之方式成形或處理（見該節之註解）。但必須注意：當這些岩石破裂成
供舖路用之碎石時，均列入第 25.17 節；以及石材之形狀被鑑別為可供道路或舖路用長方砌石，扁平石或邊緣石
時，列入第 68.01 節，即使其僅依本節所載明之方式成形或處理亦同。
依考新石灰岩，又稱「小花崗」、「比利時花崗岩」或「法蘭德斯花崗岩」列入第 25.15 節。熔結玄武岩列
入第 68.15 節。
當本節之石材成長粒狀、小碎片或粉狀時，均列入第 25.17 節。
。
。。

目註解：
第 2516.11 目
參閱第 2515.11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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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16.12 目
參閱第 2515.12 目註解。

25.17-通常作混凝土集料、築路、鐵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卵石、礫石、碎石，海濱沙石（巨礫
）及火石（燧石）
，不論是否經加熱處理；礦渣、熔渣或類似工業廢料，不論是否與本節
第一部分所列之材料混合；加瀝青舖路碎石；第 25.15 或 25.16 節所列各種石料之碎粒、
碎屑及粉末，不論是否經加熱處理。
2517.10-通常作混凝土集料、築路、鐵道路基或其他路基用卵石、礫石、碎石，海濱沙石
（巨礫）及火石（燧石），不論是否經加熱處理
2517.20-礦渣、熔渣或類似工業廢料，不論是否與第 2517.10 目所列之材料混合
2517.30-加瀝青舖路碎石
-第 25.15 或 25.16 節所列各種石料之碎粒、碎屑及粉末，不論是否經加熱處理：
2517.41--大理石
2517.49--其他
本節涵蓋通常供混凝土集料用、築路用或鐵路用及其他路基用的卵石、礫石、碎石（包括不同石類之混合石
料）。自營建及拆除工程廢棄物所分離出之碎石，仍用於相同用途，不論是否經過粉碎者，亦歸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巨礫及火石（燧石），圓形之火石用於球磨機中以壓碎石灰、水泥等，但破碎之火石則廣用於窯
業或做為研磨料；巨礫亦用於球磨機中（如用以磨碎石灰、水泥等）或是築路用。
必須特別注意，本節並不涵蓋切成塊狀之火石，或是經人工打圓的卵石以供球磨機使用之石材，這些產品均
列於第 68.02 節。
本節亦包括舖路碎石及加瀝青之舖路碎石。
舖路碎石是由粗略分級之碎石、卵石、礦渣、金屬熔渣或類似之工業廢料，或是這些物質之相互混合物所組
成。舖路碎石混有柏油、瀝青等時，被稱為“瀝青碎石”。
為增強硬度、防滑性、能見度等而舖於道路路面之特殊調製品（例如，熔融的混合礦物質）均不列於本節（通
常為第 38.24 節）。
本節亦包括第 25.15 或 25.16 節成粒狀、小碎片及粉狀之石材；但經人工著色之小碎片及粒狀石材（例如用於
櫥窗展示者）列於第 68.02 節。
下列產品仍列為本節，即使其業經加熱處理：
(1)卵石及碎石。
(2)巨礫及火石（燧石）。
(3)第 25.15 或 25.16 節成粒狀、小碎片及粉狀之石材。
根據本章之註３，任何產品既可列入本節亦可列入其他任何節者，均應列入本節。

25.18-白雲石，不論是否煅燒；白雲石用鋸或其他方法粗加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或塊
；凝集白雲石塊（包括加瀝青之白雲石）。
2518.10-未煅燒或未燒結之白雲石
2518.20-已煅燒或已燒結之白雲石
2518.30-白雲石搪爐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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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石為一種天然碳酸鈣及碳酸鎂的複鹽。
本節包括天然白雲石、已煅燒（Calcined）白雲石及已燒結（Sintered）白雲石。白雲石在 700℃~1000℃溫度
圍內煅燒時，利用釋放二氧化碳而轉變為氧化鎂及氧化鈣。另一方面，已燒結白雲石則係得自將白雲石加熱至 1700
℃~1900℃溫度範圍使之成為一種耐火材料。本節亦包括略加修整或僅用鋸或其他方法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方形）
板狀或塊狀之白雲石。
本節另包括作為耐火材料用（例如，用作火爐內襯料）之白雲石搪爐料。此類產品主要係由已壓碎之燒結白
雲石組成，以粉狀或細粒狀交易。此類搪爐料係根據施作範圍或配合施作物耐火溫度，而選擇不同的非水硬性黏
合劑（例如，焦油、瀝青、樹脂）。
然而，本節並不包括供混凝土用、築路用或鐵路路基用之已壓碎白雲石（25.17 節）。

25.19-天然碳酸鎂（菱鎂礦）
；熔結氧化鎂；僵燒（燒結）氧化鎂，不論其燒結前是否添加少量
其他氧化物；其他氧化鎂，不論是否純粹。
2519.10-天然碳酸鎂（菱鎂礦）
2519.90-其他
本節涵蓋菱鎂礦（或菱鎂礦石），為一具有不同比例雜質之天然碳酸鎂。
本節亦涵蓋由天然碳酸鎂、鹼式碳酸鎂、海水中沈澱之氫氧化鎂等所獲取之各類苦土（氧化鎂）；其主要類
別有：
（1）熔結氧化鎂：由熔融法製得。常為無色，但也可能略帶淺黃或淺綠色；其可溶性較其他類別之氧化鎂為
低；使用於坩堝之製造或電熱爐加熱元件之製造等。
（2）僵燒（燒結）氧化鎂：在高溫（約 1400～1800℃）下煅燒製得。燒結氧化鎂可含有少量之其他氧化物（如
氧化鐵或氧化鉻），這些氧化物係在
（3）煅燒氧化鎂：通常係在較為低溫（低於 900℃）下煅燒菱鎂礦製得。其化學活性較熔結氧化鎂及燒結氧
化鎂為高；可用以製造鎂化合物、脫色劑及氯氧水泥等。
輕質及重質氧化鎂通常係將純沈澱氫氧化鎂或鹼式碳酸鹽在 600～900℃下煅燒製得，這些氧化鎂極難溶於
水，但在稀酸中易於溶解，其化學活性亦較其他類別之氧化鎂（亦即燒結氧化鎂及熔結氧化鎂）為大；用於製藥
和化粧品等。
本節並不涵蓋：
（a）水合鹼式碳酸鎂，有時亦稱為「藥劑用白氧化鎂」（第 28.36 節）。
（b）氧化鎂之培養晶體（光學元件除外），其重量超過每粒 2.5 公克者（第 38.24 節）；氧化鎂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25.20-生石膏；無水石膏（硬石膏）；熟石膏（由焙製石膏或硫酸鈣組成），不論是否著色或加
入少量之速凝劑或緩凝劑。
2520.10-石膏；無水石膏（硬石膏）
2520.20-熟石膏
生石膏為天然含水硫酸鈣，常呈白色且易碎。
硬石膏為天然無水硫酸鈣，可用以製造硫酸或某類之熟石膏。
熟石膏由煅燒製得之一部分或全部除去結晶水之石膏所組成。
生石膏之特性為當其煅燒後會失去部分結晶水而成為熟石膏，而熟石膏加水混合後會凝結硬化；為使熟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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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急遽凝結，常在熟石膏中加入少量之緩凝劑。為適合某些特殊用途，生石膏須煅燒至其水分完全除去，再加入
少量如明礬之速凝劑（keene's 水泥或英國水泥）；也有在天然硬石膏中加入明礬亦可製得類似之熟石膏。以上各
製法所得之熟石膏均列於本節。
本節亦涵蓋：
（1）熟石膏經磨成粉狀，用以處理織物纖維或整理紙之表面者。
（2）經加入色料之熟石膏。
（3）經特殊煅燒或精細研磨處理以供牙醫業使用之熟石膏，不論其是否含有少量之速凝劑或緩凝劑。本節
不包括以熟石膏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第 34.07 節)。

25.21-助熔用石灰石；供製造石灰或水泥用之石灰石及其他鈣質石。
本節涵蓋助熔用石灰石及一般用以製造石灰或水泥的石灰石和其他鈣質岩石，但不涵蓋建築用或紀念碑用石
（第 25.15 或 25.16 節）；白雲石列於第 25.18 節；白堊則列於第 25.09 節。
助熔用石灰石之主要用途為鋼鐵工業用助熔劑。
本節亦包括供土壤改良用之這些材料的粉狀物質。但不包括可供混凝土集料用、 築路或鐵路路基用之碎石
（第 25.17 節）。

25.22-生石灰、熟石灰及水硬性石灰（第 28.25 節之氧化鈣及氫氧化鈣除外）。
2522.10-生石灰
2522.20-熟石灰
2522.30-水硬性石灰
生石灰（一種不純之氧化鈣）係將含少量或不含黏土的石灰石煅燒製得，它能與水急速地結合並放出大量的
熱量而成為熟石灰（氫氧化鈣）。熟石灰常用以改良土壤及製糖工業。
水硬性石灰係將含有足量黏土（雖然其含量通常少於 20%）之石灰石在低溫下煅燒製得，該產品能在有水情
況下硬化。水硬性石灰與天然水泥不同處在它含有足量可與水消和之生石灰。
本節不包括純化之氧化鈣及氫氧化鈣（第 28.25 節）。

25.23-卜特蘭水泥、鋁質水泥、溶渣水泥、過硫酸鹽水泥及其他類似之水硬性水泥，不論是否
著色或呈熔滓狀（＋）。
2523.10-水泥熟料
-卜特蘭水泥：
2523.21--白水泥，不論是否人工著色
2523.29--其他
2523.30-鋁質水泥
2523.90-其他水硬性水泥
卜特蘭水泥係將天然或人工混入適量黏土之石灰石予以燒結而得，也可加入其他物質如矽石、鋁礬土或含鐵
物質。在燒結後所得的半成品稱為水泥熟料，此熟料被磨細後製成卜特蘭水泥。為了改良其水硬性質，可加入添
加劑及速凝劑。主要的卜特蘭水泥類別有普通卜特蘭水泥、中等卜特蘭水泥及白卜特蘭水泥。
本節亦涵蓋鋁質水泥、礦渣水泥、過硫酸鹽水泥（將已磨細之鼓風爐礦渣與促凝劑及熟之石膏混合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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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zzolana 水泥、羅馬水泥等，以及上述各類水泥的混合物。
本節之水泥可以著色。
本節並不包括某些常被稱為水泥的產品，例如：keene's 水泥或英國水泥（加明礬的熟石膏）（第 25.20 節）。
以及有時亦稱為天然水泥的產品，例如，Pozzolana 土，散多林 Santorin）土及其類似物質（第 25.30 節）。
本節並不包括：
（a）細磨之鼓風爐礦渣：在配製時尚須添加少量的促凝劑（第 26.19 節）；但磨細之礦渣已與促凝劑相混
合而成一可立即使用之產品仍列入本節。
（b）牙科用粘固劑及骨骼再重建粘固劑（第 30.06 節）。
（c）第 32.14 節之水泥粘合劑。
（d）以燒磨土或第納斯土等為基料的耐火水泥及灰泥。（第 38.16 節）。
（e）非耐火的灰泥及混凝土（第 38.24 節）。
。
。。

目註解：
第 2523.21 及 2523.29 目
由於第 2523.21 及 2523.29 目之「卜特蘭水泥」係指將卜特蘭水泥熟料與可能添加有少量硫酸鈣共同細磨製得
之水泥，而須特別注意：
─卜特蘭水泥熟料是第 2523.10 目所列的一種主要含矽酸鈣之產品。這種產品主要用預定比例配好並均勻混合
的石灰（CaO）、矽石（SiO2）及比例較小的礬土（Al2O3）和三氧化二鐵（Fe2O3）加熱後部分熔結而製
得；並且
─所稱“硫酸鈣”係涵蓋適合製造水泥的生石膏及其衍生物、硬石膏以及其他硫酸鈣產品。

25.24-石棉。
2524.10-青石棉
2524.90-其他
石棉為一天然礦物，是由某種岩石分解之產物，其特性為具有纖維組織，有時其外觀像絲一樣，顏色差異甚
大，常呈白色，有時為灰色、淡綠色、藍色或暗棕色；最重要之特性為具耐火及耐酸性。
青石棉是鈉閃石的石棉形態。它是在酸性並含多鹼性物之岩漿岩中，及在變質岩中，以纖維束形態呈現。它
是深藍至黑色或深綠色，為透明至部份不透明物。青石棉石棉，亦稱藍色石棉，比其他形態石棉有更大的抗拉強
度，但對熱的耐性較低，和其他石棉比起來彈性纖維較少，可抗酸，但不耐鹼。它被認為石棉中最危險的形態。
本節適用於未加工之岩石狀天然石棉、天然石棉纖維及攪打或洗滌石棉纖維，不論其纖維長度是否經過分
級，還適用於石棉粉片、粉末及廢料。但本節不包括更進一步加工（梳理、染色等）的石棉纖維及石棉製品（第
68.12 節）。

25.25-雲母，包括其劈開片；廢雲母。
2525.10-未加工雲母及割開成薄片或劈開片
2525.20-雲母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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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5.30-廢雲母
雲母（白雲母、金雲母、黑雲母等）係由一群天然複合之矽酸鋁所組成，其特性為容易剝裂成有光澤的不同
顏色透明彈性薄片。
本節包括：
（A）天然雲母：由雲母晶體所組成，具不規則形狀、大小及厚度，常被泥土所包覆（“簿冊狀”）。
（B）雲母厚片：將簿冊狀雲母劈開裂略加整理而修整而得；而厚片呈不規則之多邊形，與天然狀態時的晶體相
似，其邊緣經略加修整並切成斜角，其厚度通常在 200 到 750 微米間。
（C）雲母薄片：將厚片狀雲母剝層而得。與雲母厚片相同，也是不規則的多邊形，其邊緣略加修整。
它們在市場上販售型態有：
（1）電容用膜片，其厚度常介於 25 到 200 微米間。或
（2）薄片，其厚度常介於 12 到 30 微米間，僅供製造組合雲母用（例如，層合雲母板）。
本節亦包括雲母屑及雲母粉。
本節不包括由雲母厚片或薄片切割或壓模製成之產品（第 68.14 節或第八十五章）、以及由粘合（組合）雲
母（如層合雲母板、組合雲母片）或複製（再組合）雲母所製得之產品（第 68.14 節）。
蛭石為一與雲母近似之礦物，列於第 25.30 節；珍珠岩及綠泥石亦列入第 25.30 節（與蛭石化學成分近似）。

25.26-天然皂石，不論是否用鋸或其他方法粗切成長方形（包括方形）之板塊；滑石。
2526.10-未壓碎，未磨粉
2526.20-已壓碎或磨成粉者
天然皂石及滑石均以含水矽酸鎂為主要成分之礦物，天然皂石較滑石為緻密且為塊狀，滑石呈頁片狀,其觸感
較為油滑且柔軟。
本節之天然皂石可經第 25.15 節所述之方式加以成形或處理（參考該節之註解），亦可依照本章註１所允許
之處理方式進行加工。肥皂石為天然皂石的一種。
本節之滑石可依照本章註１所允許之處理方式進行加工，常見之滑石有原狀或粉狀。
所稱“法國白堊”係指某種皂石粉或滑石粉。
本節不包括由皂石所組成之“裁縫用粉條”（第 96.09 節）。

[25.27]

25.28-天然硼酸鹽及其精礦（不論是否煅燒）
，但自其天然鹽水中析離之硼酸鹽除外；以乾重量
計算其硼酸（H3BO3）成分在 85%及以下之天然硼酸。
本節僅涵蓋經開採而得之天然硼酸鹽礦及其精砂（不論是否煅燒過），以及從某些地區（義大利蘇菲尼地區）
地殼中逸出的氣體，經冷凝成水後，再以蒸發方式製得的或用這些地區地下抽出的水蒸發製得的天然硼酸。但本
節並不包括以乾重計算其硼酸（H3BO3）成分超過 85%之天然硼酸（第 28.10 節）。
歸列於本節之天然硼酸鹽包括：
（1）斜方硼砂或粗硼砂，亦稱「天然硼砂」的硼酸鈉。
（2）白硼鈣石及白堊硼灰石、硼酸鈣。
（3）方硼石，氯化硼酸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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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將斜方硼砂或粗硼砂經化學處理而製得之硼酸鈉（精製硼砂）以及從某些鹽水湖之複合鹽水中經
蒸發製得之硼酸鈉（第 28.40 節）。

25.29-長石；白榴石，霞石及霞石正長岩；螢石。
2529.10-長石
-螢石：
2529.21--含重量百分比 97%及以下之氟化鈣
2529.22--含重量百分比超過 97%之氟化鈣
2529.30-白榴石；霞石及霞石正長岩
長石、白榴石、霞石及霞石正長岩均由複合矽酸鋁及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組成。可做為陶瓷工業之助熔劑。本
節並不包括長石質砂（第 25.05 節）。
螢石（氟石）為一種天然氟化鈣，為帶有不同顏色條紋的塊狀固體或各種顏色集塊晶體，其主要用途為製造
氫氟酸以及冶金時之助熔劑。
本節亦涵蓋由螢石礦石經加熱處理而碎為微粒的螢石粉；因其微粒大小不均，只須簡單計之篩選即可汰除部
分矽砂。
本節不包括作為寶石或次寶石的長石或螢石（第七十一章）。

25.30-未列名礦物質。
2530.10-未膨脹之蛭石、珍珠岩及綠泥石
2530.20-硫鎂礬、瀉利鹽（天然硫酸鎂）
2530.90-其他
（A）土色料，不論其是否經煅燒或相互混合；天然雲母狀氧化鐵
歸列於此之土色料通常為天然存在之黏土，其中混有白色或有色礦物質，尤其是氧化鐵；由於具有著色特性
而常做為顏料。
它們包括：
（1）赭土色料（黃色、棕色、紅色、西班牙紅等）。
（2）濃黃土色料（富鐵黃土）（義大利濃黃土，黃棕色；及燒過之黃土，橘棕色等）。
（3）棕土（褐土色料，富錳棕土）（包括煅棕土），呈棕色或暗棕色。
（4）黑土色料及天然范大克氏棕土（卡斯爾及科隆土）。可溶性范大克氏棕土為一經調製之顏料 ， 列於
第 32.06 節。
（5）威洛納土色料及塞浦路斯土色料（綠色）。
煅燒土色料或將各種之土色料相互混合並不影響其分類。但若與其他物質相混合或製成水劑或油劑等的土色
料則列於第三十二章。
本節不包括鐵礦砂（第 26.01 節）及含重量百分比以 Fe2O3 計在 70%或以上之土色料（第 28.21 節）。
但主要用途為防鏽顏料之雲母狀氧化鐵，盡管天然含 Fe2O3 重量超過 70%，仍應列於本節。

（B）海泡石（不論其是否磨光成塊）及琥珀；海泡石集結物及琥珀集結物，
模塑成板狀、條狀、杆狀或類似形狀後未再加工者；黑玉
（1）天然海泡石為一極輕多孔之含水矽酸鎂，呈白色、淡黃色、灰色或粉紅色，大部分均存在於小亞細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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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小塊狀（每邊長很少超過 30 公分）。為改良其外觀並確定其等級或品質，須先經洗淨、刮擦、羊毛拋
光及乾燥（在陽光下或烘箱中），然後再以法蘭絨及蠟加以拋光。
海泡石集結物係用粘合劑（油、明礬）與天然海泡石之刨片或其他廢料加熱一同凝集而得。但僅當其模塑成板狀、
條狀、杆狀或類似形狀後未再加工者，才列於本節。
（2）琥珀為一樹脂化石（亦稱“密蠟”或“克拉貝”），但其顏色常介於黃至深橙色，須特別注意不可將琥珀
與龍涎香兩者相混淆；龍涎香為鯨魚之分泌物，列於第 05.10 節。
琥珀集結物（或再造琥珀）係由琥珀廢料凝集而成之一種不透明礦物質；但僅當其模塑成板狀、條狀、杆狀或類
似形狀後未再加工者，才列於本節。
（3）黑玉為一結構緊密之褐煤，呈濃黑色，易於雕刻且具高亮度。雖然可供珠寶製造之用，但在本商品標準分
類中它並不被認為是寶石。

（C）除氧化鍶外之菱鍶礦（不論其是否煅燒）
包括菱鍶礦（天然碳酸鍶）及已煅燒菱鍶礦（其主要組成物為不純之氧化鍶）。
本節並不包括純氧化鍶（第 28.16 節）。

（D）其餘未列名礦物質；碎陶器
包括下列各項物質：
（1）天然硫化砷，有兩種主要類型：
（i） 雄黃，即二硫化砷，呈鮮紅色，用於煙火製造等。
（ii） 雌黃，即三硫化砷，呈金黃色，用於製漆。
毒砂（含砷黃鐵礦或硫砷化鐵）亦包括於本節。
（2）明礬石，可用以製造明礬，故又稱礬石，為岩石質之物質，呈淺紅灰色或淺黃色且會污染手指。
（3）蛭石，與雲母同屬之礦物，其顏色亦類似，但常以較小之片狀存在；綠泥石及珍珠岩之化學性質與蛭石相
近，亦列於此節。這些礦物加熱後會膨脹並成為一隔熱材料。其已膨脹（或已剝落）的上述礦物均列於第
68.06 節。
（4）試金石，為一極硬、粗糙、有細密結構及平滑紋理之暗色石頭，不受酸侵蝕；由加工製成之試金石（如用
於測試貴金屬者）列於第 68.15 節。
（5）天青石（天然硫酸鍶）；冰洲石（或方解石）及霰石（文石），均為碳酸鈣之晶體；鱗雲母（鋰雲母）（氟
矽鋁酸鉀或鋰）及磷鋰石（磷酸鋰氟化鋁）。
（6）花園土、荒地土、沼澤土、泥灰土、沖積土及腐葉土等，雖用於農業及造景，不論其是否含有少量之自然
存在之氮、磷或鉀等元素，不歸入第三十一章（肥料），本節亦不包含各種挖取之天然砂（第 25.05 節）
（7）白榴火山灰、散多林土、粗面凝灰岩及類似之土，由於其使用於水泥製造，而常被稱為天然水泥。
（8）未加工之石灰石（亦稱〝石印石〞，用於印刷工業）。
（9）碎陶器、碎磚塊與碎混凝士塊。
（10）稀土金屬礦砂（如氟碳鈰鑭礦、磷酸釔礦、矽鈹釔礦），但不包括獨居石及其他主要或專為提取鈾或釷之
礦砂（第 26.12 節）。
（11）搪瓷琺瑯用不透明劑，係將鋯砂加以處理（以鹽酸純化再微粒化）製得。
（12）輝鉬礦“精砂”，係將鉬礦石經洗滌、磨碎、浮選等物理程序處理及加熱處理（非煅燒）以驅除少量之油
及水而製得，可供非冶金工業用者（潤滑用）。
（13）軟錳礦：為氧化錳重量百分比不低於 79%之錳礦砂，並不用於冶金工業以提取錳，而是用於製電池。
（14）冰晶石主要係產自格陵蘭，為一種雪白，有光澤，近於透明之物質，偶而也會帶有顏色。常做為電解法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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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時之助熔劑；錐冰晶石如同冰晶石，可視為一種氟鋁酸鈉物質。以化學方法製造之氟化物，即使與冰晶
石及錐冰晶石成分相類似均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28.26 節）。
本節並不涵蓋第七十一章之寶石或次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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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礦石、熔渣及礦灰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經處理供舖路之熔渣或類似之工業廢渣（第 25.17 節）；
（b）天然碳酸鎂（菱鎂礦），不論是否已煅燒（第 25.19 節）；
（c）主要由此石油類組成之石油儲存槽的沉積物（2710 節）；
（d）第三十一章之鹼性熔渣；
（e）熔渣絨、岩石絨或類似之礦物絨（第 68.06 節）；
（f）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廢料或碎屑；其他含貴金屬或含貴金屬化合物之廢料或碎屑等主要係用於貴
金屬之回收者（第 71.12 節）；或
（g）由任何熔煉方法所產生之銅、鎳或鈷礦泥（第十五類）。
2.─第 26.01 至 26.17 節所稱「礦砂」係指礦物學上各種礦物在冶金工業上實際用以提煉水銀，第 28.44 節之金屬
或第十四或第十五類之金屬，縱使該礦石擬作非冶金用者，也包括在內，但第 26.01 節至 26.17 節並不包括非
以冶金工業正常方法處理之各種礦物。
3.─第 26.20 節，僅適用於：
（ａ）在工業上提煉金屬或作為產製金屬化合物基本原料的熔渣、灰末及渣滓，但不包括都市廢棄物焚化後
之灰末及渣滓（26.21 節）；及
（ｂ）用以提煉砷或金屬或製造其化合物之含砷熔渣、灰末及渣滓，不論其是否含有金屬。
。
。。

目註：
1.第 2620.21 目所稱「含鉛汽油沈積物與含鉛抗震化合物沈積物」意指來自含鉛汽油與含鉛抗震化合物（如，四乙
基鉛）儲存槽之沈積物，本質上其為由鉛、鉛化合物及氧化鐵組成。
2.用以提煉砷或金屬或製造其化合物之含砷、汞、鉈或其混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歸列於 2620.60 目。

總

則

第 26.01 至 26.17 節僅限於金屬礦石及其精砂如下：
（A）礦物種類實際在冶金工業上用於提煉第十四或十五類之金屬、汞或第 28.44 節之金屬，縱使它們不用於冶金
工業者。
（B）未經非冶金工業正常方法處理的。
所稱「礦石」係指含金屬之礦物及其內所共生之物質被一起從礦藏中開採出來；它亦指脈礦中之天然金屬（例
如含金屬之礦砂）。
礦石極少在未經冶煉前預加工就出售的。最重要之預加工是礦石的精選。
在第 26.01 至 26.17 節中，所稱「精砂」係指在礦石中之部份或全部之異物以特殊之處理方法除去的礦砂。因
為這些異物可能會影響日後之冶煉或增加運輸費用。
在第 26.01 至 26.17 節產品之製程可能經過物理、物理化學或化學之操作方法加工，只要這些程序在提煉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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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正常的。除了因焙燒、煅燒或燃燒所導致之改變外（不論是否燒結），這些操作不得改變所要提煉金屬的基
本化合物的化學成分。
物理或物理化學之加工包括壓碎、磨碎、磁力分離、重力分離、浮選、篩選、分級、粉末凝聚（例如燒結或
顆粒化）成顆粒、球或團塊（無論是否有加進少量膠合劑）、乾燥、焙燒、煅燒以使礦石氧化、還原或磁化等（但
不得使礦石硫酸鹽化或氯化等）。
化學之處理主要是為了清除不需要的物質（例如溶解加工）。
經處理所得之礦石精砂，不是焙燒或煅燒處理，基本上礦石之化學組成或晶體結構改變者，不列入本章（一
般在第二十八章）。本章亦不包括經重複物理改變（分級結晶、昇華等）。所得之或多或少較純之產品，縱使基
本礦石之化學組成未經改變。
第 26.01 至 26.17 節之礦石在商業上用於提取：
（1）第七十一章裏所限定之貴重金屬（即，銀、金、鉑、銥、鋨、鈀、銠及釕）。
（2）第十五類所述冶金工業的卑金屬（即，鐵、銅、鎳、鋁、鉛、鋅、錫、鎢、鉬、鉭、鈷、鉍、鎘、鈦、
鋯、銻、錳、鉻、鍺、釩、鈹、鎵、鉿、銦、鈮、錸、鉈）。
（3）第 28.05 節之水銀。
（4）第 28.44 節之金屬。
某些情況，礦石用於獲取合金如錳鐵或鉻鐵之類的合金。
除非條文另有規定，含有一種以上之礦物種類所組成之礦石及精砂，應根據解釋準則(General Interpretative Rule)
第三條（乙）或（丙），歸入稅號 26.01 至 26.07 中的相應稅號。
第 26.01 至 26.17 節不包括：
（a）雖含有上述金屬，但屬以下情況的礦石：
（i）它們被標示在其他節裏，例如未被煅燒之黃鐵礦（第 25.02 節）、天然冰晶石及天然錐冰晶石（第
25.30 節）。
（ii）所含金屬無商業提煉價值者，例如土色料，明礬石（第 25.30 節），寶石或次寶石（第七十一章）。
（b）報驗時為用於提煉鎂金屬之礦物，即白雲石（第 25.18 節）、菱鎂礦（第 25.19 節）及光鹵石（第 31.04
節）。
（c）第 28.05 節之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的礦物 （即，鋰、鈉、鉀、銣、銫、鈣、鍶、鋇）； 這些礦物包括
鹽（第 25.01 節），重晶石及毒重石（第 25.11 節），萲鍶礦、天青石、冰洲石及霰石（第 25.30 節）。
（d）天然金屬（例如金塊或顆粒）及天然合金從其礦脈或基塊分離者，這些天然金屬及天然合金歸類於第
十四或第十五類。
（e）第 25.30 節之稀土金屬礦石。

26.01-鐵礦石及其精砂，包括已焙燒之硫化鐵礦石。
-鐵礦石及其精砂，已焙燒之硫化鐵礦石除外：
2601.11--未凝聚
2601.12--已凝聚
2601.20-已焙燒之硫化鐵礦石
一般歸類於本節之礦石主要有：
（a）楬鐵礦，包括鏡鐵礦及假像赤鐵礦（氧化鐵）及棕赤鐵礦（紅褐鐵礦）（含鐵及碳酸鈣的水合氧化鐵）。
（b）褐鐵礦，水合氧化鐵。
（c）磁鐵礦，磁性氧化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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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菱鐵礦、碳酸鐵。
（e）已焙燒之黃鐵礦或黃鐵礦灰燼，無論是否已燒結。
本節亦包括鐵礦石及其精砂，以乾基重量（將礦石及其精砂加熱至 105～110℃時）計算錳含量少於 20%者（見
第 26.02 節註解）。此等礦石視其含錳量而稱之為錳鐵礦石或鐵錳礦石。
本節不包括已磨細之磁鐵礦及其他己磨細而作顏料用之鐵礦石（第三十二章）。

26.02-錳礦石及其精砂，包括鐵錳礦石及其精砂，以乾基重量計算，含錳量在 20％及以上者。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褐錳礦，氧化錳。
（b）菱錳礦，碳酸錳。
（c）黑錳礦，鹽水氧化錳。
（d）水錳礦，水合氧化錳。
（e）硬錳礦，水合二氧化錳。
（f）軟錳礦（或黝錳礦），二氧化錳。
本節亦包括鐵錳礦石及其精砂，倘若它們以乾基重量計算含錳在 20%及以上者；而那些以乾基重量計算錳含
量低於 20%之礦石及其精砂者除外（第 26.01 節）。
本節亦不包括用於製造乾電池之調製軟錳礦（第 25.30 節）。

26.03-銅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氯銅礦，天然之羥基氯化銅。
（b）藍銅礦，碱性碳酸銅。
（c）斑銅礦，銅及鐵之硫化物。
（d）車輪礦，銅、鉛及銻之硫化物。
（e）水硫酸銅礦（水膽礬），碱式硫酸銅。
（f）輝銅礦，硫化銅。
（g）黃銅礦（銅黃鐵礦），銅及鐵之硫化物。
（h）矽孔雀石，水合矽酸銅。
（ij）靛銅礦，硫化銅。
（k）赤銅礦，氧化銅。
（l）透視石，矽酸銅。
（m）灰銅礦（常含有銀），一種銅與銻之硫化物（黝銅礦）或一種銅與砷之硫化物（砷黝銅礦，硫砷銅礦）。
（n）孔雀石，鹼式碳酸銅。
（o）黑銅礦，氧化銅。

26.04-鎳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矽鎂鎳礦，鎳鎂矽酸複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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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紅砷鎳礦，砷化鎳。
（c）硫鎳鐵礦，鎳與鐵之硫化物。
（d）含鎳磁黃鐵礦，含鎳之硫化鐵。

26.05-鈷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輝鈷礦，鈷之硫化物及砷化物。
（b）水鈷礦，水合氧化鈷。
（c）硫鈷礦，鈷及鎳之硫化物。
（d）砷鈷礦，砷化鈷。

26.06-鋁礦石及其精砂。
本節包括鋁礬土（水合氧化鋁，含有各種比例之氧化鐵、氧化矽等）。
本節亦包括經熱處理（1,200℃至 1,400℃）鋁礬土，適用於冶金工業以提取鋁金屬（在電爐內用碳熱還原法
提取、用哥羅斯法提取等）或用於其他方面（尤其，用於製造研磨料）。

26.07-鉛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鉛礬，硫酸鉛。
（b）白鉛礦，碳酸鉛。
（c）方鉛礦，硫酸鉛，常含有銀。
（d）磷氯鉛礦，鉛之硫酸鹽及氯化物。

26.08-鋅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閃鋅礦，硫化鋅。
（b）異極礦，氫化矽酸鋅。
（c）菱鋅礦，碳酸鋅。
（d）紅鋅礦，氧化鋅。

26.09-錫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錫石，氧化錫。
（b）黃錫礦，錫、銅及鐵之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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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鉻礦石及其精砂。
本節包括鉻鐵礦，即鉻與鐵之氧化物。

26.11-鎢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鐮石主要有：
（a）鎢鐵礦，鎢酸鐵。
（b）鎢錳礦，鎢酸錳。
（c）白鎢礦，鎢酸鈣。
（d）黑鎢礦，鐵與錳之鎢酸鹽。

26.12-鈾或釷礦石及其精砂。
2612.10-鈾礦石及其精砂
2612.20-釷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鈾礦石主要有：
（a）鈣鈾雲母，水合鈾與鈣之磷酸鹽。
（b）鈦鈾礦，鈦酸鈾。
（c）鉀釩鈾礦，水合鈾與鉀之釩酸鹽。
（d）水矽鈾礦，矽酸鈾。
（e）鈰鈾鈦鐵礦，鈦酸鐵鈾。
（f）斜磷鉛鈾礦，水合鈾與鉛之磷酸鹽。
（g）瀝青鈾礦，鹽水氧化鈾。
（h）銅鈾雲母，水合鈾與銅之磷酸鹽。
（ij）釩鈣鈾礦，水合鈾與鈣之釩酸鹽。
（k）矽鈣鈾礦，矽酸鈣鈾。
（l）方鈾釷礦，鈾與釷之氧化物。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釷礦石主要有：
（a）獨居石，釷與稀土族之磷酸鹽。
（b）釷石，水合矽酸釷。
本節不包括不是通過冶金工業的正常加工方法提取的，但商業上也稱之為鈾〝精砂〞的產品。（第
28.44 節）。

26.13-鉬礦石及其精砂。
2613.10-已焙燒
2613.90-其他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鉬礦石主要有：
（a）輝鉬礦，硫化鉬。
（b）鉬鉛礦，鉬酸鉛。
本節亦包括已焙燒之輝鉬礦精砂（「工業三氧化鉬」，通過焙燒輝鉬礦精砂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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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用作潤滑劑之輝鉬礦（第 25.30 節）。

26.14-鈦礦石及其精砂。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鈦礦石主要有：
（a）鈦鐵礦，鈦酸鐵。
（b）金紅石，銳鈦礦及板鈦礦，氧化鈦。
本節不包括用作顏料的鈦礦石粉末（第三十二章）。

26.15-鈮、鉭、釩或鋯礦及其精砂。
2615.10-鋯礦石及其精砂
2615.90-其他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鋯礦石主要有：
（a）斜鋯礦，氧化鋯。
（b）鋯石及鋯砂，矽酸鋯。（當鋯石為寶石形態時，被列入第 71.03 節）。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鉭礦石及鈮礦石有鉭鐵礦及鈮鐵礦（例如鐵及錳之鉭鈮酸鹽）。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釩礦石主要有：
（a）釩鉛鋅礦，鹼式釩酸鉛鋅。
（b）綠硫釩礦，硫化釩。
（c）釩雲母，鋁及鎂之矽酸釩複合物。
（d）釩鉛礦，鉛之釩酸鹽及硫化物。
本節不包括非經焙燒或煅燒以外其他處理方法所獲得之熔融氧化釩，其基本礦石之化學組成份或晶體結構
已經改變者（通常歸入第二十八章）。
本節亦不包括鋯砂經微粉化作為搪瓷生產之遮光料（第 25.30 節）。

26.16-貴金屬礦石及其精砂。
2616.10-銀礦石及其精砂
2616.90-其他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a）輝銀礦，硫化銀。
（b）碲金礦，金及銀之碲化物。
（c）角銀礦（或角銀），銀之碘化物與氯化物。
（d）硫銻銅銀礦，銀及銻之硫化物。
（e）淡紅銀礦，銀及砷之硫化物。
（f）深紅銀礦，銀及銻之硫化物。
（g）脆銀礦，銀及銻之硫化物。
（h）含金或鉑之礦砂；含鉑礦石常含有其他鉑族之金屬（例如，銥、鋨、鈀、銠及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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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7-其他礦石及其精砂。
2617.10-銻礦石及其精砂
2617.90-其他
一般歸類於本節的礦石主要有：
（1）銻礦石
（a）黃銻礦，氧化銻。
（b）紅硫銻礦，硫酸氧化銻。
（c）方銻礦，氧化銻。
（d）輝銻礦，硫化銻。
（e）銻華或白銻。
（2）鈹礦石
（a）綠柱石，鈹及鋁之雙矽酸鹽（當其為寶石之形式時，綠柱石或一般翡翠列入第 71.03 節。）
（b）矽鈹石。
（3）鉍礦石
（a）輝鉍礦，硫化鉍。
（b）泡鉍礦，水合碳酸鉍。
（c）鉍華，水合氧化鉍。
（4）鍺礦石
鍺石，硫化鍺銅。
本節不包括不是通過冶金工業的正常加工方法提取的，但商業上也稱之為鍺〝精砂〞的產品（第 28.25 節）。
（5）汞礦石
朱砂，汞之硫化物。
銦、鎵、錸、鉿、鉈及鎘均非直接由一種特定之礦石所提煉的，而是得自於冶煉其他金屬（例如，鋅、鉛、
銅、鋁、鋯、鉬）之副產品。

26.18-冶煉鋼（鐵）所產生之粒狀溶渣（熔渣砂粒）。
本節包括粒狀熔渣（熔渣砂粒），例如當液體浮渣剛從鼓風爐流出便倒入水中所得者。
然而，本節不包括對熔化爐渣吹入蒸氣或壓縮空氣而製得的礦渣棉和在熔化的爐渣中加入少量水而製得的泡
沬礦渣（第 68.06 節）。本節亦不包括爐渣水泥（第 25.23 節）。

26.19-冶煉鋼（鐵）所產生之熔渣、浮渣（粒狀熔渣除外）、銹皮（鐵屑）及其他廢料。
本節包括之熔渣為熔煉鐵礦（鼓風爐熔渣）、冶煉銑鐵或製造鋼時（轉化爐熔渣）所得的鋁、鈣或鐵之矽酸
鹽。本節包括無論是否含有足以回收鐵金屬的熔渣，但不包括含磷熔渣（〝鹼性熔渣〞或〝湯馬斯熔渣〞）；這
些是重要之肥料，被列入第三十一章。
熔渣及浮渣用於製造水泥、作為舖路基底及用於造路。熔渣被壓碎並粗略分級的築路用熔渣，列入第 25.17
節。本節不包括第 26.18 節之粒狀熔渣（熔渣砂粒）。
鏽皮（鐵屑）是氧化鐵之碎屑，其係得自鋼鐵之鍛造、熱軋等。
本節亦包括鼓風爐灰及冶煉鋼鐵所產生的其他各種廢料，但不包括在切削，成形或其他金屬加工製程所產生
之廢金屬，這些列入第 72.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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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0-含有金屬、砷或其化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煉製鋼鐵所產生的灰、渣除外）。
-含鋅為主：
2620.11--粗鋅
2620.19--其他
-含鉛為主：
2620.21--含鉛汽油沈積物及含鉛抗震化合物沈積物。
2620.29--其他
2620.30-含銅為主
2620.40-含鋁為主
2620.60-含砷、汞、鉈或其混合物，屬供提煉砷或其金屬或供製造其化合物者。
-其他：
2620.91--含銻、鈹、鎘、鉻或其混合物。
2620.99--其他
本節包括含金屬、砷（不論是否含有金屬）或其化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第 26.18、第 26.19 或第 71.12
節者除外），其係作為使用於工業上作為提煉砷金屬或製造其化合物之基本原料，它們是得自於礦石之處理或冶
金產品之中間物（如硫渣）或得自電解、化學或其他不包括金屬機械加工之製程。惟金屬機械加工之廢料、或殘
舊破損金屬製品之廢料除外（第十四或第十五類）。另一方面，機械加工非鐵金屬時所產生的主要為氧化物的金
屬皮，亦列入本節。
本節包括：
（1）硫渣類〔銅、鎳、鈷硫渣除外（第十五類）〕及熔渣或浮渣，例如，那些含有豐富銅、鋅、錫、鉛等之
硫渣。
（2）粗鋅、鍍鋅時浸鋅所剩的渣滓。
（3）製備或精煉金屬後所剩之電解池泥渣及電鍍之泥渣。
（4）蓄電池泥渣。
（5）金屬電解精煉所產生的塊狀殘渣，乾燥或濃縮的。
（6）製造硫酸銅所產生的殘渣。
（7）不純之氧化鈷得自處理含銀之礦石。
（8）衰弱之廢催化劑僅可用以提煉金屬或用以製造化學品。
（9）主要被用以取得氯化鎂的光鹵石鹼液殘渣。
(10) 含鉛汽油沈積物及含鉛抗震化合物沈積物，其係來自含鉛汽油及含鉛抗震化合物之石油儲存槽，主要
包含鉛及含鉛化合物（包括四乙基鉛及四甲基鉛）及氧化鐵（來自於儲存槽之鐵鏽）
。通常，此種沈
積物係作為鉛及含鉛化合物之回收，且實際上並不包含石油。
(11)熔煉鋅、鉛或銅所產生之飛灰。通常，砷存在於熔煉鉛和銅所產生之飛灰中，而鉈存在於熔煉鉛及鋅之
所產生飛灰中。
(12)熔煉鋅、鉛或銅和含有豐富汞所產生之之熔渣、灰末及渣滓，其通常以氧化物，硫化物或汞齊狀態存在。
(13)含銻、鈹、鎘、鉻或其混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渣滓。通常係由含有這類金屬之貨品在加工過程（例如，
熱處理）所產生的。
(14)來自於油墨、染料、顏料、油漆、亮漆及凡立水之生產、調配及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熔渣、灰末及渣滓之
廢料，其係用於金屬或金屬化合物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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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第 26.21 節)。
（b）主要由此石油類組成之石油儲存槽的沈積物（2710 節）。
（c）第二十八章已有化學定義之化合物。
（d）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廢料（包括例如衰弱或損壞之鉑合金網催化劑）及其他含貴金屬或含貴金
屬化合物之廢料及碎屑等主要係用於貴金屬之回收者。（第 71.12 節）。
（e）機械加工第十五類的金屬所產生的金屬碎料。
（f）鋅粉（第 79.03 節）。

26.21-其他熔渣及灰末，包括海藻灰；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
2621.10-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
2621.90-其他
本節包括不列入第 26.18、26.19 或 26.20 節的熔渣及灰分，這些渣、灰是通過加工礦砂或冶金所得，也可通過
加工其他材料或用其他方法所得。雖然這些產品很多被用作肥料，但它們被歸類於此處而不列入第三十一章（除
非是鹼性熔渣）。
本節的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礦質灰及燒結塊，主要係由在公用事業之鍋爐中燃燒煤、褐煤、泥煤或石油產生的。其主要用於水泥製造
之原料，混凝土及坑道回填之水泥補充物，塑膠和油漆之礦物填充料，製造砌塊和土木結構如築堤、高速
公路交流道和橋梁橋墩之輕質骨料。它包括：
(a)飛灰-進入爐煙道氣中的微細粒狀物，以袋子或靜電集塵過濾器從氣流中收集而得;
(b)底灰-當氣流通過熔爐後立即沉澱並分離出之較粗灰粒;
(c)鍋爐熔渣-從熔爐的底部取得之粗渣滓;
(d)流體化床燃燒室灰(FBC 灰)-在石灰石或白雲岩流體化床中燃燒煤炭或石油之無機殘滓。
（2）海草灰及其他植物灰。本節所包括的海草灰是焚燒某些種類的海草所製得的物質。原狀的海草灰是一種粗
糙，份量重，黑色之物質，但當其被精製後，它是一種純白色之粉末。它主要被用以提煉碘或用於玻璃工
業上。
本款還包括稻殼灰，其組成幾乎完全是矽土，該灰主要用於製造隔音磚或其他之隔音產品。
（3）骨灰，得自於露天煅燒骨頭。除用於土壤改良外，還可用作鑄銅錠模的塗料（Coating）。但本節不包括在
密閉容器中煅燒骨頭所得的動物炭黑（第 38.02 節）。
（4）粗鉀鹽得自於製糖工業中焚燒、洗滌等方法處理甜菜糖漿之渣滓。
（5）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 (見第 38 章章註 3)。此種灰末及渣滓大部分係為燒結塊及某些有毒金屬（如，
鉛）之混合物，通常取代凝集料用於垃圾掩埋場臨時道路之建構。此種型態之灰末及渣滓的金屬成分並不
做為金屬及金屬化合物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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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符合化學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但歸屬第 27.11 節之純甲烷及丙烷除外；
（b）第 30.03 或第 30.04 節之藥物；或
（c）第 33.01、33.02 或 38.05 節之混合不飽和烴。
2.─第 27.10 節所指「石油及得自瀝青質之油類」包括石油及得自瀝青質之油類及類似之油，以及以任何處理方法
取得之以混合不飽和烴為主要成分之油類，但其非芳香族成分之重量須超過芳香族成分之重量。
本項規定不包括以減壓蒸餾法在壓力調整為 1013 毫巴後，於攝氏 300 度時所得蒸餾量以容積計少於 60％之液
體合成聚烯烴（第三十九章）。
3.─第 27.10 節所指之「廢油」係指主要含石油類及得自瀝青質油類（如本章註二所述者）之廢料，不論是否與水
混合。這些包括：
（a）不再適合做為原始產品使用之廢油（例如，已使用過之潤滑油、液壓油及變壓器油）；
（b）來自石油儲存槽之油泥沙，主要包含石油類及用於生產原產品所使用高濃度添加物（例如，化學品）；及
（c）經水乳化或與水混合之油，諸如那些來自漏油、儲油槽的清洗物或機器運轉所使用過之切削油。
。
。。

目註：
1.─第 2701.11 目所稱「無煙煤」係指含揮發物（以無礦物質乾基計算）不超過 14％之煤。
2.─第 2701.12 目所稱「煙煤」係指含揮發物（以無礦物質乾基計算）超過 14 ％及發熱值限度（以無礦物質濕基
計算）等於或超過 5,833kcal/kg 之煤。
3.─第 2707.10，2707.20，2707.30 及 2707.40 目所稱之「苯」、「甲苯」、「二甲苯」及「萘」係指以重量計分別
含有超過 50％之苯、甲苯、二甲苯或萘之產品。
4.─第 2710.12 目所稱之「輕油及其製品」係依 ISO 3405 方法(相當於 ASTM D86 方法)，在 210℃時所得蒸餾量按
容積計達 90%及以上（包括耗損）者。
5.─第 27.10 節所稱「生質柴油」係指衍生自動植物油脂(不論是否使用過)，供作燃料用之脂肪酸單烷基酯。

總

則

本章包括一般煤炭及其他天然礦物燃料、石油及得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它們之蒸餾產品及由其他處理方法所
得之類似產品。本章亦包括礦物蠟及天然含瀝青之物質。本章之貨品可能是粗級或精製品；然而，除了甲烷及兩
烷外，其他符合化學上定義之純的有機化合物或商業上視為純質之有機化合物被歸類於第二十九章。對於某些這
類化合物（例如乙烷、苯、酚、吡啶）在第 29.01、29.07 及 29.33 節的註解裡有其特定純度準則。甲烷及丙烷，即
使是純的被歸類於第 27.11 節。
在本章註 2 及第 27.07 節所稱「芳香族組成份」，是指不論芳香基上支鏈數目及其長度之整個芳香族分子，
並非僅指此芳香族分子之芳香基部份而已。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30.03 或 30.04 節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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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香料製劑、化妝品或盥洗用製劑（第 33.03 至 33.07 節）。
（c）一種裝在容量不超過 300 立方公分容器之液體或或液化氣體燃料，作為填充或再填充香煙打火機或類似
之打火機（第 36.06 節）。

27.01-煤；煤磚，煤球及煤製類似固體燃料。
-煤，不論是否粉碎，但未經結塊者：
2701.11--無煙煤
2701.12--煙煤
2701.19--其他煤
2701.20-煤磚、煤球及煤製類似固體燃料
本節包括各種樣式之煤及無煙煤，不論是否粉碎或經結塊（煤球、煤磚等）。本節亦包括經炭化使其無煙之
煤磚及類似製品燃料。
本節亦包括有加進少量擴散劑，特別是界面活性劑，並用水和好的粉化煤（煤漿）。
本節不包括黑玉（第 25.30 節）、棕色煤（褐煤）（第 27.02 節），亦不包括煤之焦炭及半焦炭（第 27.04 節）。

27.02-褐煤，不論是否結塊，黑玉除外。
2702.10-褐煤，不論已否磨成粉狀，但未經結塊。
2702.20-經結塊褐煤
本節包括褐煤（棕色煤），一種介於煤及泥煤之間的燃料，不論是否經過脫水、粉碎或結塊。
本節不包括黑玉，為褐煤的一種（第 25.30 節）。

27.03-泥煤（包括泥煤屑），不論是否經結塊。
泥煤，由部份炭化植物所形成，通常較輕且具纖維。
本節包括各種泥煤，包括用為燃料的經乾燥或結塊泥煤，用於畜舍、改善土質或其他之用途的碎泥煤、泥煤
屑等。
泥煤與沙土或黏土之混合物，其本質特性得自於泥煤，不論此混合物是否含少量之肥料元素氮、磷或鉀，都
包括於本節。這些產品一般用作為盆景泥土。
然而，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製成供紡織用的泥煤之纖維（眾知之"Berandine"）（第十一類）。
（b）花瓶或其他泥煤製品，包括經由切割或塑造而得之建築物隔熱板（第六十八章）。

27.04-煤、褐煤或泥煤所製之焦炭、半焦炭不論是否經結塊；乾餾碳。
焦炭是固體殘餘物得自缺乏空氣情況下蒸餾（炭化或氣化）煤、褐煤或泥煤。它可從各種品質之煙煤之煉焦
爐中獲得。
半焦炭是得自低溫蒸餾煤或褐煤。
本節之焦炭及半焦炭可能是經粉碎或結塊的。
乾餾炭（氣炭）是一種硬、黑、易脆之炭型態，被碰擊會有金屬聲。它得自煤氣廠或煉焦爐之一種副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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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著於爐子或蒸餾器之壁上。此種炭通常是不規則之團塊所構成，其一面是平面狀或略彎曲狀依蒸餾器之形狀而
定。
在有些國家乾餾炭稱之為「人造石墨」，但此一名稱用於第 38.01 節之人造石墨更正確。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瀝青焦及石油焦（分別歸入第 27.08 及 27.13 節）。
（b）一種用於電方面之乾蒸餾製品（第 85.45 節）。

27.05-煤氣、水煤氣、發生爐煤氣及類似氣體，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除外。
煤氣是在缺乏空氣之情況下蒸餾煤，通常在煤氣廠或煉焦爐中取得。它是氫氣、甲烷、一氧化碳等之複雜混
合物，用來點火或加熱。
本節包括地底下氣化所產生之氣體及水煤氣、發生爐煤氣及類似之氣體，例如鼓風爐煤氣。本節亦包括通常
在水蒸氣存在下裂解或再製礦物油、石油氣或天然氣所形成之氣體混合物。這些混合氣體之組成份與煤氣相類
似，用於加熱或點火與合成化學品中，例如甲醇、氨。用於合成化學品時，有時被稱之為「合成氣」。然而本節
不包括歸於第 27.11 節之氣體。

27.06-煤、褐煤或泥煤蒸餾得之焦油及其他之礦物焦油，不論是否脫水或半蒸餾，包括再組成
焦油。
本節的焦油是由各種比例之芳香族與脂肪族所構成之極複雜混合物，通常從蒸餾煤、褐煤或泥煤而獲得。
本節包括之焦油包括下列各項：
（1）高溫蒸餾煤所產生之焦油，其主要組成為芳香族之成份，例如苯、酚、萘、蔥及酚同系物、吡啶基物。
（2）蒸餾褐煤或泥煤或低溫蒸餾煤所得之焦油。這些焦油與上面（1）所述者相類似，但含有較多之脂肪
族、環烷族、及酚族之化合物。
（3）其他礦物焦油，包括在水煤氣發生爐內煤氣化所產生者。
本節亦包括經脫水或部份蒸餾之焦油及由摻合瀝青與雜酚油類或其他煤焦油蒸餾品而得之再組成焦油。
焦油主要用於進一步蒸餾生產一系列之油品及其他焦油產品。它們亦可用於製造防水物質及舖路等。
本節不包括從非礦物提煉出之焦油，例如木焦油（第 38.07 節）。

27.07-高溫蒸餾煤焦油所得之油類及其他產品；類似產品其芳香族成分之重量超過非芳香族成
分之重量者。
2707.10-苯
2707.20-甲苯
2707.30-二甲苯
2707.40-萘
2707.50-其他芳香烴混合物，依 ISO 3405 方法(相當於 ASTM D86 方法)蒸餾時，於 250℃
時所得蒸餾量以容積計達 65％及以上（包括耗損）者
-其他：
2707.91--雜酚油
2707.9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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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蒸餾高溫煤焦油所得之或多或少較寬範圍之油類及其他產品，其生成之混合物主要組成是芳香烴類及其他
芳香族之化合物。
這些油類及其要產品包括：
──苯、甲苯、二甲苯及石腦油溶劑。
──萘油類及粗萘。
──蔥類及粗蔥。
──酚油類（酚類、甲酚類、二甲苯酚類等）。

──雜酚油類。
（2）主要為芳香族組成份之類似油類及其產品，得自蒸餾低溫煤焦油及其他礦物焦油，或經由「汽提」（stripping）
煤氣、石油處理製程或其他任何製程者。
本節包括上述所提之油類及產品不論是粗製或精製，但不包括符合化學定義之純的化合物或商業上視為純態
化合物得自進一步分餾或其他方法處理之焦油類（第二十九章）。至於苯、甲苯、二甲苯、萘、蔥、酚、甲酚類、
二甲苯酚類、吡啶及某些吡啶衍生物，在第 29.02、29.07 及 29.33 節相關部份之註解有特定純度準則指示。
木焦油類列入第三十八章。
本節不包括得自苯或萘烷基化後具有頗長之支鏈者的混合之烷基苯類或混合之烷基萘類（第 38.17 節）。

27.08-由煤焦油或其他礦物性焦油所得之瀝青及瀝青焦。
2708.10-瀝青
2708.20-瀝青焦
本節所包括之瀝青是蒸餾高溫焦煤或其他礦物焦油之一殘餘物，它含有少量之重焦油。它是黑色或棕色也許
是軟的或脆的。其可用於製造電極、舖路焦油、防漏混合材料、使煤塵結塊等。
經吹氣稍為改性之瀝青與未經吹氣之瀝青類似仍然保留於本節。
瀝青焦是蒸餾高溫煤焦油、低溫煤焦油、其他礦物焦油或它們之瀝青，剩下之最後殘餘物。
其用於製造電極或作燃料。

27.09-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原油。
本節包括石油原油及自瀝青質礦物（例如，頁岩、石灰岩、礦砂）提出之原油，那是天然產物，不論其組成
份是什麼，不論其得自一般或凝聚沈渣或得自破壞性之蒸餾瀝青質礦物。因此所獲得之原油，即使它們經下列方
法加工，仍然歸類於本節：
（1）傾析。
（2）脫鹽。
（3）脫水。
（4）穩定作用使其蒸氣壓正常化。
（5）除去非常輕之餾份使它們復原為沈渣以促進其排水保持及其壓力。
（6）只添加上述製程中那些經物理方法所收回之碳氫化合物。
（7）其他任何次要之製程，以不改變產品基本之性質為原則。
本節亦包括油氣凝聚物，也就是在提取天然氣並立即予以穩定過程中所得之原油。此項作業包括主要利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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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減壓的方法自潮濕天然氣中得到可凝聚之碳氫化合物（約 C4－C20）。

27.10-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但原油除外；以石油或瀝青質礦物為基本成分之未列名製
品，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質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 70％及以上者；廢油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及以上述油為基本成分之未列名製品，
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 70％及以上者，但含生質柴油者及廢油
除外：
2710.12--輕油及其配製品
2710.19--其他
2710.20-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原油除外）及以上述油為基本成分之未列名製品，
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 70％及以上，且含生質柴油者，但廢
油除外
-廢油：
2710.91--含多氯聯苯、多氯聯三苯或多溴聯苯者
2710.99--其他
（I）原級產品
本節第一部分包括的產品可經過除第 27.09 節註解所列範圍以外的任何加工。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拔頂原油」（蒸餾除去較輕餾份後所剩之原油），及輕、中及重油類得自蒸餾或精製原油或得自瀝青質
礦原油類之或多或少較寬範圍之餾份。這些油類或多或少是呈現液態或半固態，其主要組成是非芳香烴，
例如石蠟，環烷烴。
它們包括下列各項：
（1）汽油。
（2）石油溶劑。
（3）煤油。
（4）製氣油。
（5）燃料油。
（6）錠子油及潤滑油。
（7）白油。
本節包括上述那些餾份，即使假設它們更進一步之處理以減少不純物（例如酸或鹼之處理，使用選擇
性之溶劑、氯化鋅、吸附土等處理或使用再蒸餾法），倘若這種處理並不生產符合化學定義之純的化合物
或商業上視為純態之化合物（第二十九章）。
（B）非芳香族組成份重量超過芳香族組成份之類似油類。它們可能得自低溫蒸餾煤、氫化或任何其他之製程（例
如裂解、重整等）。
本節包括混合之烯烴，也稱三聚丙烯、四聚丙烯、雙異丁烯、三異丁烯等。這些是不飽和無環烴類（辛
烯類、壬烯類，同系物及異構物等）及飽和無環烴類之混合物。
它們是得自非常低度聚合之丙烯、異丁烯或其他烯烴類或得自分離（例如分餾）礦物油裂解之某些產
品。
混合之烯類主要用於化學合成時當作溶劑或稀釋劑。因為它們具有高辛烷值，在加入適當添加劑後，
可摻進汽油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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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節不包括以減壓蒸餾法或壓力轉變為 1013 毫巴（101.3KPa）後，於攝氏 300 度時所得蒸餾量
以容積計算少於 60％之液體合成聚烯烴（第三十九章）。
進一步言，本節不包括主要重量為芳香族成份之油類，其得自石油之製程或任何其他之製程（第 27.07
節）。
（C）上述（A）及（B）之油類，為了使它們能適合於特定之用途會添加進各種物質，倘若這類產品以重量計佔
有百分之七十或以上之石油類或得自以瀝青礦物作基底之油類而且它們不被包括在本商品標準分類（CCC
Nomenclature）某一較特別章節。
各種產品例舉如下：
（1）汽油含少量被添加之抗震產品（例如四乙基鉛、二溴乙烷）及氧化劑（例如對丁基胺苯酚）。
（2）潤滑劑是潤滑油類與廣範變化其產品之混合物（例如用於改善它們潤滑性質之產品，如植物油及脂
肪）、抗氧化劑、防銹劑、抗起泡劑（如矽氧烷）。這些潤滑油包括複合油、重工業用之油類、摻和
石墨之油類（石墨懸浮於石油類或得自瀝青礦物之油類中）、上氣缸潤滑劑、紡織用油及由一種潤滑
油與約 10 至 15％之鋁、鈣、鋰等之皂類所組成之固態潤滑劑類（潤滑脂）。
（3）變壓器及斷電器用之油類（並非利用於它們之潤滑性質），經穩定性、特別精製之油類並添加抗氧劑
例如二第三丁基對甲酚。
（4）切削油類用於冷卻切削工具等及被加工之材料。它們是由重油類添加約 10─15 ％乳化劑（例如鹼性
之硫化蓖麻油酸鹽）所組成，用於水中作為乳化劑。
（5）清潔油類用於清潔馬達、引擎及其他機具。這些重油類通常含有少量被添加之膠溶劑，以促進除去機
械運轉時所形成之黏性物或碳附著物等。
（6）脫膜油類用於促進從模子裡取出陶瓷製品、混凝土樑柱等。這些油包括含約 10％植物脂的重油類。
（7）液壓剎車油，係重油經添加物質以改善其潤滑性、抗氧化性、防銹能力、抗起泡能力等之油類。
（8）生質柴油之摻合物，其含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以重量計達 70％及以上者。但含石油或提自瀝青礦
物之油以重量計未達 70％之生質柴油及其混合物歸列於第 38.26 節。

（Ⅱ）廢油
廢油係指主要含石油類及得自瀝青質油類（如本章註二所述者）之廢料，不論是否與水混合。這些包括：
（1）廢原油及不再適合做為原產品使用之類似廢油（例如，已使用過之潤滑油、液壓油及變壓器油）；廢油含
多氯聯苯、多氯聯三苯或多溴聯苯，主要來自電器設備（諸如熱交換器、變壓器或轉轍齒輪）所流出之化
學品。
（2）來自石油儲存槽之油泥油，主要包含石油類及用於生產原產品所使用高濃度添加物（例如，化學品）；及
（3）經水乳化或與水混合之廢油，諸如那些來自漏油、儲油槽的清洗物或機器運轉所使用過之切削油。
（4）來自於油墨、染料、顏料、油漆、亮漆及凡立水之生產、調配及使用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油。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含鉛汽油油泥與含鉛抗震化合物沈積物，來自含鉛汽油與含鉛抗震化合物之儲存槽的沈積物，本質上
其為由鉛、鉛化合物及氧化鐵所組成，實際並未含有石油，且其通常係供回收鉛或鉛化合物用（第 26.20
節）。
（b）含有石油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以重量計低於百分之七十的調製品，例如第 34.03 節之紡織油脂或
油類調製品及其他潤滑製品及第 38.19 節之液壓剎車油。
（c）被包括於本商品分類更明確之節，含有任意比例（以重量計甚至超過百分之七十）之石油或得自瀝青
質礦物之油類調製品，或非以石油或非得自瀝青質礦物為基料之油類製品。第 34.03 節之抗銹製品便
是一個例子，它是由溶於石油溶劑之羊毛脂所組成，因羊毛脂是基質而石油溶劑實際上只是溶劑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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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後便會揮發掉。以下亦是例子如消毒劑、殺蟲劑、殺菌劑等製品（第 38.08 節）、礦物油添加劑（第
38.11 節）、洋漆用複合溶劑及稀釋劑（第 38.14 節）及第 38.24 節之某些製品，例如汽油引擎之起動
燃料，此起動燃料是由乙醚、以重量計含百分之七十或以上之石油與其他成份所組成，其中乙醚是其
基料。

27.11-石油氣及其他氣態碳氫化合物。
-液化：
2711.11--天然氣
2711.12--丙烷
2711.13--丁烷
2711.14--乙烯、丙烯、丁烯及丁二烯
2711.19--其他
-氣態：
2711.21--天然氣
2711.29--其他
本節包括得自天然氣或石油或化學方法生產之初級氣態碳氫化合物，甚至包括純甲烷及丙烷。
這些碳氫化合物在攝氏 15 度及 1,013 毫巴壓力下是氣體。它們可能被加壓成液體狀後置於金屬器中，並且為
了安全起見經常加進少量高度氣味之物質於其中作為漏氣之指示。
它們包括特別是下列之氣體，不論是否液化：
Ⅰ.甲烷及丙烷，不論是否純。
Ⅱ.乙烷及乙烯，低於 95％之純度。（乙烯及乙烯之純度不低於 95％者歸類於第 29.01 節）。
Ⅲ.丙烯，低於 90％之純度。（丙烯純度不低於 90％者歸類於第 29.01 節）。
Ⅳ.丁烷，含低於 95％之正丁烷及低於 95％之異丁烷。（丁烷，含不低於 95％之正丁烷或異丁烷者歸類於第 29.01
節）。
Ⅴ.丁烯及二丁烯，低於 90％之純度。（丁烯及丁二烯，純度不低於 90％者歸類於第 29.01 節）。
Ⅵ.丙烷及丁烷之中間混合物。
上述之氣態產品依體積計算百分比，液態產品依重量計算百分比。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符合化學定義之個別純的碳氫化合物或商業上視為純態之碳氫化合物（甲烷及丙烷除外）（第 29.01 節）
。
（添加有氣味之物質作為指示的碳氫化合物，見第二十九章總註解（A）部份第五段。乙烷、乙烯、丙
烯、丁烷、丁烯及丁二烯有特定純度準則標示於上述之第Ⅱ、Ⅲ、Ⅵ及Ⅴ項）。
（b）一種裝在容量不超過 300 立方公分容器之液化丁烷用於填充香煙打火機或類似之打火機（那些香煙打火
機或類似之打火機零件除外）（第 36.06 節）。
（c）裝有液化丁烷的香煙打火機或類似之打火機零件（第 96.13 節）。

27.12-石油膠（指凡士林）
；石蠟、微結晶石油蠟、含油石蠟、地石蠟、褐煤蠟、泥煤蠟、其他
礦物蠟及以合成或其他方法所得之類似品，不論是否著色。
2712.10-石油膠（指凡士林）
2712.20-含油量量少於 0.75％之石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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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2.90-其他
（A） 石油膠（凡士林）
石油膠（指凡士林）觸摸時感覺滑溜。它是白色、黃色或深棕色。它是得自某些石油原油蒸餾之殘餘
物或得自混合甚高黏度之石油與這些殘餘物或得自混合石蠟或白地蠟與精製蒸餾之礦油。本節包括之石油
膠，不論是否粗製（有時稱為凡士林）、脫色或精製。此亦包括由合成取得之凡士林。
歸類於本節之石油膠必須有一凝固點以旋轉溫度計法（ISO 2207 相當於 ASTM D938 方法）測量不低
於攝氏 30 度，其密度在攝氏 70 度時低於 0.942 克／立方公分，以 ISO 2137 方法(相當於 ASTM D217 方法）
測量在攝氏 25 度之操作針入度低於 350，以 ISO 2137 方法(相當於 ASTM D 937 方法）方法測量在攝氏 25
度之針入度不低於 80。
然而，本節不包括適用於皮膚保養，且為零售包裝式樣之凡士林（第 33.04 節）。
（B） 石蠟、微結晶石油蠟、疏鬆石蠟、地蠟、褐煤蠟、泥煤蠟、其他礦物蠟及由合成或其他製程所得之類似產
品，不論是否著色。
石蠟是一種烴類蠟萃取自石油類或油類提自頁岩或瀝青質礦物之某些蒸餾物。這種蠟是透明、白色或
黃色及具有相當顯著之結晶構造。
微結晶石油蠟亦是一種烴類蠟。它是萃取自石油之殘餘物或真空蒸餾潤滑油之餾分物。其顏色比石蠟
晦暗及具有較細且較不明顯之結晶。通常其熔點較石蠟為高。其變化從軟而可塑至硬而易脆，顏色從深棕
色至白色。
地蠟是一種天然之礦物蠟。當其被純化後就是眾知之純地蠟。
褐煤蠟（或蒙旦蠟）此產品就是眾知之「蒙旦瀝青」是自褐煤萃取出之酯蠟。它們之粗級品是硬且黑
色，但當精製後可能是白色。
泥煤蠟之物理及化學性質類似褐煤蠟，但是略為軟些。
本節之其他礦物蠟（煤粉蠟及鱗狀蠟）得自潤滑油之脫蠟。它們較少精製且比石蠟具較高之含油量。
它們顏色之變化自白色至淺棕色。
本節亦包括那些歸屬於本節之類似產品其得自合成或其他任何之製程（例如合成石蠟與合成微晶石
蠟）。然而，本節並不包括高分子聚合蠟，例如聚乙烯蠟。這些列入第 34.04 節。
上述這些蠟全部被包括於本節，不論是粗製或精製、經混合或著色。它們被用於製造蠟燭（特別是石
蠟）、擦亮劑等，作為絕緣、整理紡織品、浸漬火柴、防鏽等。
然而下列之產品則歸類於第 34.04 節：
（a）以化學方法改質褐煤蠟或其他礦物蠟所得之人造蠟。
（b）混合物，未經乳化或含有溶劑，其組成為：
（i）本節之蠟與動物蠟（包括鯨蠟）、植物蠟或人造蠟之混合物。
（ii）本節之蠟與脂肪、樹脂、礦物質或其他之混合物，使其具有蠟之特質。

27.13-石油焦、石油瀝青及其他石油殘渣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殘渣。
-石油焦：
2713.11--未煅燒
2713.12--已煅燒
2713.20-石油瀝青
2713.90-其他石油殘渣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殘渣。
（A） 石油焦（綠焦或已焙燒之焦炭）是取自裂解或分解乾蒸餾石油或得自瀝青礦物油類之一種黑色、多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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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態殘餘物。它主要被用作為製作電極（已燒之焦炭）之原料或當作燃料使用（綠焦）。
（B） 石油瀝青（亦是眾知之精鍊瀝青，石油柏油）通常是得自蒸餾原油之一種殘餘物。它是棕色或黑色並可能
是軟或易脆。它被用於舖路、防水等用途。石油瀝青經吹氣略作改性後類似未經吹氣之瀝青者仍然歸類於
本節。
（C） 石油類之其他殘餘物包括：
（1）萃取物源自某些選擇之溶劑處理潤滑油者。
（2）得自石油之石油樹膠（petroleum gum）及其他樹脂類之物質。
（3）含有某種比例油類的酸性殘渣及廢漂白土。
處理頁岩油類或其他瀝青礦物油類，所得之瀝青、焦炭及其他殘渣都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
（a）水溶性之環烷酸鹽或水溶性之石油磺酸鹽類（包括那些含一定比例之礦物油），例如那些鹼金屬、銨
或乙醇胺之鹽類（第 34.02 節）。
（b）非水溶性之環烷酸鹽或非水溶性之石油磺酸鹽類（倘若無具體列名的節則應歸入第 38.24 節）。
（c）粗製或精製的環烷酸（第 38.24 節）。

27.14-天然瀝青及天然柏油；瀝青或油頁岩及瀝青砂；柏油質及瀝青質岩石（＋）。
2714.10-瀝青或油頁岩及瀝青砂
2714.90-其他
本節包括天然瀝青及天然柏油（包括「特里尼達柏油」及在一些國家所眾知為「瀝青砂」之物質）。它們是
褐色或黑色、固態或非常黏稠之碳氫化合物與惰性物質天然形成之混合物，柏油可能是其實體。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瀝青質或油頁岩及焦油砂。
（2）瀝青岩。
（3）瀝青石灰石及其他瀝青岩。
上述物質仍然歸類於本節，不論其是否經除去水份或脈石之處理及是否經粉碎或混合在一起。僅加入水之天
然瀝青，不改變其產品分類，歸入第 27.14 節，此外，本節亦包括分散於水中之經脫水及粉碎的天然瀝青，且為
了有助於安全操作或運輸而含少量乳化劑（表面活性劑）者。
它們用於舖路、防水、凡立水或琺瑯之製造等。瀝青質頁岩及焦油砂用作提取礦物油之來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塗焦油之碎石（第 25.17 節）。
（b）煙煤（第 27.01 節）。
（c）瀝青褐煤（第 27.02 節）。
（d）瀝青得自石油者（第 27.13 節）。
（e）以天然瀝青為基料而與添加物調合之瀝青質混合物，惟此添加物只為了有助於安全、操作或運輸而必
須加入之水及乳化劑（表面活性劑）除外（第 27.15 節）。
（f）第 68.07 節之瀝青製品。
。
。。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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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14.10 目
本目包括含有碳氫化合物之沈積岩及砂土，其可被分離出第 27.09 節之產品（石油及自瀝青質礦物提出之油
類）、或可提煉出這些產品之物質。氣體及其他產品亦可被獲得。可用加熱或其他提煉製程（例如蒸餾、乾餾或
機械方法）達到分離之效果。頁岩所包括之碳氫化合物可能為有機物質稱之為油母質（kerogens）。

27.15-以天然柏油、天然瀝青、石油瀝青、軟瀝青或礦物焦油瀝青為基料之瀝青混合物（例如
瀝青調和物）。
本節包括之瀝青混合物有下列各項：
（1）通常含有 60％或以上之瀝青與一種溶劑所組成之稀釋產品，它們被用以舖路面。
（2）在水中之瀝青或焦油的乳化液或穩定懸浮液，此種物質特別用於舖路面。
（3）瀝青質膠黏劑，以及混合礦物質如砂或石棉之類似瀝青混合物。這些被用作為填塞物、鑄模材料等。
本節還包括使用前再熔融的凝聚成塊之瀝青混合物，但不包括一定形狀已完成之製品（例如舖路之板石、片
及瓦）（第第 68.07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塗焦油之舖路碎石（經壓碎之石頭與焦油混合）（第 25.17 節）。
（b）與焦油凝聚之白雲石（第 25.18 節）。
（c）瀝青摻合雜酚油或其他煤焦油蒸餾產物的混合物（第 27.06 節）。
（d）分散於水中之經脫水及粉碎的天然瀝青，且為了有助於安全、操作或運輸而含少量乳化劑（表面活性
劑）（第 27.14 節）
（e）地瀝青油漆及凡立水（第 32.10 節），不同於本節之某些混合物，例如更細之填充料（如果使用）、
可能有一種或多種之薄膜生成劑存在（柏油、地瀝青、焦油或瀝青除外）、具有油漆或凡立水般暴露
於空氣中之乾燥能力及形成薄膜之薄度與硬度與油漆或凡立水相同。
（f）第 34.03 節之潤滑製品。

27.16-電力（選擇性之稅則號別）。
未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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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類

化學或有關工業的產品
類註：
1.─（A）除放射性礦砂外，凡與第 28.44 或 28.45 節規定相符之物品，概應歸入第 28.44 或 28.45 節，而不歸入本
稅則其他節。
（B）除須符合前述（A）段規定外，凡與第 28.43、28.46 或 28.52 節規格相符之物品，概應歸入第 28.43、28.46
或 28.52 節，而不歸入本稅則其他節。
2.─除須符合上述註１規外，凡物品以具有劑量或零售為理由而歸入第 30.04、30.05、30.06、32.12、33.03、33.04、
33.05、33.06、33.07、35.06、37.07 或 38.08 節者，概應歸入各該節，而不歸入本稅則其他節。
3.─物品由兩個或以上不同成分組合成套者，當該組合成分之部分或全部歸屬本類，且組合成為第六類或第七類
之產品而該成分具有下列情形者，應歸入該產品應行歸屬之稅則號別。
（a）參照組合方式顯能辨明，不須先經重新包裝即擬供組合用者；
（b）同時進口者；及
（c）根據其性質或申報時彼此間之比例，能辨明供互相調配用者。

總

則

類註１：
在上述類註 1（A）中的規定中，所有放射性化學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和這些元素和同元素的化合物（無論是
否符合化學定義上的無機或有機物）都被列於第 28.44 節，即使它們可能列於本商品標準分類的其他節。因此，
例如放射性氯化鈉及放射性甘油列入第 28.44 節而非列入第 25.01 或第 29.05 節。同樣地，放射性乙醇、放射性金
和放射性鈷在所有情況中均被列於第 28.44 節。吾人應該注意的是，無論如何，那些放射性的礦石是列於本商品
標準分類的第五類。
類註中所提到有關非放射性同位素和其化合物（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上的無機或有機物）分類於第 28.45
節，而不列於本商品標準分類的別處。是以，碳的同位素被分類於第 28.45 節而不屬於第 28.03 節。
在類註 1（B）中提到符合第 28.43 或 28.46 節中所描述的貨物，均列於上述適當章節之中而不屬於第六類的
其他章節，這也假設這些貨物不具放射性或同位素的形式（若是其放射性或同位素的貨物將分別分類於第 28.44
節或第 28.45 節）。根據此類註所提到的原則，如此，酪朊酸銀(silver caseinate)被分類於第 28.43 節而非第 35.01 節，
做為照像使用，且為零售包裝的硝酸銀則被分類第 28.43 節，並不列入第 37.07 節。
然而在此應該注意的是，第 28.43、28.46 及 28.52 節僅優於第六類的其他章節。雖然第 28.43、28.46 或 28.52
節所描述貨物也包括於本商品標準分類的章節中，但是此類貨物的分類決定於其是否適合於任何有關的大類或章
註和本商品標準分類之解釋。如此，矽鈹釔礦，它是一種稀土金屬的化合物，照理應包括於第 28.46 節中，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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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章註 3（a）排除所有第五類礦物產品，所以它被列於第 25.30 節中。

類註２：
本類註２所提到的貨物（不是屬於第 28.43 至 28.46 或 28.52 節），它們包括在第 30.04，30.05，30.06，32.12，
33.03，33.04，33.05，33.06，33.07，35.06，37.07 或 38.08 節者，此因其以已定量之劑量或做為零售之故，而被分
類於上列諸節中，縱使它們也可能列於本商品標準分類的其他章節中。例如，為治療用零售的硫被分類第 30.04
節而不屬於第 25.03 或 28.02 節。作為粘膠用零售的糊精被列於第 35.06 節而不屬於第 35.05 節。

類註３：
本類註 3 所提的由兩種或兩種以上獨立成分(部分或全部歸入第六類)的組合成套貨品歸類問題，它僅限於混
合後以獲得第六或第七類所列的產品。這些組合成套貨品的組成成分如果符合本類註(a)至(c)的規定則按混合後產
品歸入相對應的節。
例如在第 30.06 節中所規定的牙科填補料 ( dental cements ) 和其他牙科填充料 (dental fillings) 和第 32.08 至
32.10 節中的某些清漆和塗料和第 32.14 節中的膠黏劑等貨物。關於此類貨物並不含有必要的硬化劑者，特別請參
見第三十二章的總則解和第 32.14 節註解。
應該注意的是，含有兩種或多種成分組成的貨物，(部份或全部列入第六類)，其設計不需預先混合而是逐個
連續使用則不屬本類註３範圍。這類貨物如做為零售包裝是依據解釋準則進行分類（通常是解釋準則 3 乙），假
如它沒有做為零售之包裝，其各成分則應分別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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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
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章註：
1.─除內容及本章之註另有規定者外，本章之節，僅適用於下列產品：
（a）個別之化學元素及符合化學上之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不論其是否含有雜質；
（b）上列（a）項所述產品溶解於水者；
（c）上列（a）項所述產品之溶解於其他溶劑中者，但以該溶液係專為該項產品安全或運輸上理由所採正常必
要方法，且其溶劑並不致使該項產品逾越其一般用途，而適合於特定用途者為限；
（d）上列（a）、（b）或（c）項所述之產品為保存或運輸上所必須而加入之安定劑者（包括抗結塊劑）；
（e）上列（a）、（b）、（c）或（d）所述產品為易於辨認或基於安全目的，經添加防塵劑或色素者，惟以添
加結果，不致使該項產品逾越其一般性用途，而適用於特定用途者為限。
2.─除以有機物穩定之二亞磺酸鹽和硫氧酸鹽（第 28.31 節），無機性基之碳酸鹽及過氧碳酸鹽（第 28.36 節），
無機性基之氰化物，氰氧化物及氰化物複鹽（第 28.37 節），無機性基之雷酸鹽，氰酸鹽及硫氰酸鹽（第 28.42
節），第 28.43 至 28.46 及 28.52 節所包括有機產品，暨碳化物（第 28.49 節）除外，僅下列的碳化合物歸入本
章內：
（a）碳之氧化物、氰化氫及雷酸、異氰酸，硫氰酸及其他單或複氰酸（第 28.11 節）；
（b）碳之氧鹵化物（第 28.12 節）；
（c）二硫化碳（第 28.13 節）；
（d）無機性基之硫碳酸鹽、硒碳酸鹽、碲碳酸鹽、硒氰酸鹽、碲氰酸鹽、四硫氰酸二胺基鉻酸鹽(reineckates)
及其他複氰酸鹽（第 28.42 節）；
（e）以尿素固化之過氧化氫（第 28.47 節），氧硫化碳、硫碳醯鹵化物、氰、鹵化 氰及氰胺與其金屬衍生物
（第 28.53 節），但氰胺化鈣（不論純否）除外（第三十一章）。
3.─依照第六類類註１之規定，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氯化鈉及氧化鎂（不論純否）及屬於第五類之其他產品；
（b）上列註２所述以外之有機無機化合物；
（c）第三十一章章註２、３、４或５所述之產品；
（d）第 32.06 節之用作發光物的無機產品；第 3207 節之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成粉、粒或細片狀者；
（e）人造石墨（第 38.01 節），第 38.13 節之滅火器或滅火彈藥物，第 38.24 節之零售包裝脫墨劑，第 38.24 節
之鹼金屬或鹼土金屬鹵化物培養晶體（光學元件除外），每顆重量在 2.5 公克以上者；
（f）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及其粉屑（第 71.02 至 71.05 節），及第 71 章之貴金屬或貴金屬合
金；
（g）屬於第十五類之金屬（不論純否）或合金或瓷金，包括燒結金屬碳化物（與金屬熔結之金屬碳化物）；或
（h）光學元件，例如：鹼金屬或鹼土金屬鹵化物製者（第 90.01 節）。
4.─符合化學上定義之複酸，含有屬於第二分章之非金屬酸及屬於第四分章之金屬性酸者，歸入第 28.11 節。
5.─第 28.26 至 28.42 各節僅適用於金屬鹽或銨鹽或過氧鹽類，除別有規定者外，複鹽或錯鹽均歸入第 28.42
節。
6.─第 28.44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
（a）鎝（原子序數 43）、鉅（原子序數 61）、釙（原子序數 84）及原子序數大於 84 之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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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天然或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包括第十四及十五類貴金屬或卑金屬之同位素），不論是否混合與否；
（c）前述元素或同位素之有機或無機化合物，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亦不論其混合與否；
（d）合金、擴散劑（包括瓷金"cermets"）、陶瓷產品和混合物含有前述元素或同位素，或其無機或有機化合物，
其放射性超過 74Ｂq/g(0.002μCi/g）；
（e）已用畢（受照射已放射）之核子反應器中之燃料元件（添裝藥）；
（f）不論是否可使用之放射性殘渣物。
本註及第 28.44 節及第 28.45 節所涉及之『同位素』一詞為：
─個別核種，但在自然界中以單一同位素狀態，存在者除外。
─由單一及同種元素所組成之同位素混合物，此種同位素內，至少有一種或數種被濃化。亦即元素中其天然
之同位素成分，經人工加以改變。
7.─第 2853 節包括按重量計含磷超過百分之十五之磷化銅（磷銅）。
8.─化學元素（例如：矽及硒）經摻雜供電子工業用者如其為抽製時未經加工型態或呈圓柱狀或棒狀，應歸入本
章；倘已經切成薄圓片、薄晶片，或類似形狀者，則歸入第 38.18 節。

目註：
1.─第 2852.10 目所稱「符合化學定義」係指符合第 28 章章註 1（a）至（e）或第 29 章章註 1（a）至（h）條件之
所有汞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

總

則

除另有規定外，第 28 章中只限於個別之化學元素和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
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係指物質由單種分子（例如共價或離子）組成，此物質成分係指有一定比例的元素，
且能夠以明確的構造圖表示者。在一晶格內，此種分子相當於重複單元晶室。
符合化學定義之化合物的元素，依特定之比率結合，係由其個別原子之原子價及鏈結果來決定。每一元素的
比率均為常數，且為每一個化合物所特有的，因此稱為化學計量比。
化學計量比率如發生小的偏差係由於晶格內有隙縫或崁入其他物質，對這些化合物稱作似化學計量化合物，
且符合化學定義之個別化合物允許存在此種偏差，但此偏差不可係故意創造的。

（A）化學定義的元素和化合物
（章註１）
個別的化學元素和符合化學上定義的個別化合物包括不純者或溶於水中，仍被分類於第二十八章中。
術語「雜質」專門適用於存在於單一化合物中的物質和直接來自製造的過程（包括純化）的物質。這些物質
可能會有製造過程中的任何因素牽涉於內，特別是下列因素：
（a）未轉化的起始物質。
（b）存在於起始物質中的不純物。
（c）用於製造過程（包括純化）中的試劑。
（d）副產物。
在此須注意的是，並不是所有視為「雜質」的物質都是章註１（a）所允許的。當這些物質是為了特殊的用途
而非一般用途而存於產物中，則他們並不視為可允許的雜質。
一些溶解於非水溶劑的元素和化合物，除非該溶液係專為該項產品安全或運輸上理由所採正常和必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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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溶劑並不致使該產品逾越其一般用途，而適合於特殊用途者為限），否則將不屬於第二十八章。如此，溶
解於苯中的碳氯氧化物(carbon chloride oxides)、氨的酒精溶液和氫氧化鋁的膠體溶液並不屬於本章而列於第 38.24
節。一般而言，膠體懸浮液除非其被包括於較特殊的節別中，否則列入第 38.24 節。
上述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元素和化合物為了保存或運輸上的需要而加入安定劑，仍屬於本章。例如：在過
氧化氫中添加硼酸以促成其安定性，仍分類於第 28.47 節，但是混合催化劑的過氧化鈉（為了產生過氧化氫）並
不屬於第二十八章而列入第 38.24 節。
在產物中加入某些化學物質以保持其原有的物理狀態亦視作安定劑，它可促進產物的優良品質，而不改變其
所想要的目的，且加入的物質並不改變產物的基本性質，致使其特別適合於特殊用途而非用於一般用途。可根據
這些原則的應用而在本章的產物中添加抗結塊物質(anti-caking agents)。另一方面像在這些產物中加入防水物質
(water-repellents)將以予排除，因為加入的是類物質將改變產物最初特性。
相同的狀況，加入的物質並不做其特殊的用途而僅用於一般用途，在本章中提到的產物尚包括：
（a）加入防塵劑（例如：某些有毒的化學物質中加入礦物油，以防止使用時的塵埃飛揚污染）。
（b）基於便於區別安全的理由，將著色物質加入於危險或有毒化學物質中（例如：第 28.42 節的砷酸鉛〝lead
arsenate〞）作為識別或處理這些物質的警告。為了其他原因而在產物中加入著色物質（例如：在矽膠中
加入鈷鹽以作為濕度指示劑(humidity indicator)（第 38.24 節），無論如何，不屬於本章。

（B）第二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的化合物之區分
（章註２）
以下徹底的列出第二十八章中，含碳的化合物，而其節別亦加以分類如下：
28.11-碳的氧化物。
氰化氫、六氰亞鐵化氫（Ⅱ）(hydrogen hexacyanoferrate) 和六氰鐵化氫（Ⅲ）(hydrogen hexacyanoferrate)。
異氰酸 (Isocyanic)、雷酸 (fulminic)、硫氰酸 (thiocyanic)、鉬酸氰 (cyanomolybdic)和其他簡單或複氰酸。
28.12-碳之氧鹵化物。
28.13-二硫化碳。
28.31-二亞硫磺酸鹽(dithionites)及硫氧酸鹽(sulphoxylates)。並可加入有機物質以安定之。
28.36-無機鹽基的碳酸鹽和過氧碳酸鹽。
28.37-無機鹽基的氰化物、氰氧化物和氰錯離子化合物（六氰化亞鐵（Ⅱ）、六氰化鐵（Ⅲ）、亞硝醯五氰化亞鐵
（Ⅱ）(nitrosylpentacyanoferrates)亞硝醯五氰化鐵（Ⅲ）(nitrosylpentacyanoferrates)、氰基鎂酸鹽、氰基鎘酸鹽、
氰基鉻酸鹽、氰基鎳酸鹽、氰基銅酸鹽等）。

28.42- 無 機 鹽 基 的 硫 代 碳 酸 鹽 、 硒 代 碳 酸 鹽 (selenocarbonates) 、 碲 代 碳 酸 鹽 (tellurocarbonates) ， 硒 代 氰 酸 鹽
(selenocyanates)，碲代氰酸鹽(tellurocyanates)、四硫代氰醯二氨錯鉻酸鹽(tetrathiocyanatodiam-minochromates)和
其他兩個或複雜的氰酸鹽類。
28.43-至 28.46-下列元素的無機和有機化合物：
（i）貴金屬。
（ii）放射性元素。
（iii）同位素。
（iv）稀土金屬，釔(yttrium)或鈧(scandium)。
28.47-過氧化氫，經尿素固定者，無論其是否安定化。
28.49-碳化物（二元的碳化物，硼碳化物、碳氮化物等）非氫碳化物（碳氫化物）。
28.52-含汞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汞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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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3-氧硫化碳(carbon oxysulphide)。
硫化碳鹵化物(thiocarbonyl halides)。
氰和氰的鹵化物。
氰胺(cyanamide)和其金屬衍生物（非氰氮化鈣，不論是否精純─見第三十一章）。
其餘碳化合物不包括於第二十八章。

（C）分類於第二十八章的非個別的化學元素和符合化學上定義的化合物
對於本章所提的個別的化學元素和個別的化學定義的化合物有些例外，這些例外包括下列產物。
28.02-膠狀硫(colloidal sulphur)。
28.03-碳煙(carbon blacks)。
28.07-發煙硫酸(oleum)。
28.08-磺硝酸(sulphonitric acids)。
28.09-聚磷酸(polyphosphoric acids)。
28.13-三硫化磷(phosphorus trisulphide)。
28.18-人造鋼玉(artificial corundum)。
28.21-土色料，其鐵化合物含量以三氧化二鐵估算之重量比在 70％及以上者。
28.22-工業用的氧化鈷(cobalt oxides)。
28.24-紅鉛和橙鉛(red lead and orange lead)。
28.28-工業用的次氯酸鈣(calcium hypochloride)。
28.30-多硫化物(polysulphides)。
28.31-二亞硫磺酸鹽及硫氧酸鹽，並可加入有機物質以安定之。
28.35-聚磷酸鹽。
28.36-含氨基甲酸銨(ammonium carbonate)之工業用碳酸銨。
28.39-工業用鹼金屬矽酸鹽
28.42-鋁矽酸鹽水合物
28.43-貴金屬之膠體物。
-貴金屬之汞合金。
-貴金屬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
28.44-放射性元素、放射性同位素或含有這些物質的化合物(無機或有機)和混合物。
28.45-其他同位素和它們的化合物（無機或有機）。
28.46-稀土金屬、釔或鈧的無機或有機的化合物，或是這些金屬的混合物。
28.49-碳化物。
28.50-氫化物、氮化物、疊氮化物(azides)、矽化物及硼化物。
28.52-含汞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汞齊除外。
28.53-磷化物、液態空氣和壓縮空氣。
汞合金而非貴金屬的汞合金─見上述第 28.43 節。

（D）第二十八章除外的某些個別化學元素和某些個別的符合化學上定義的化合物
（章註３和８）
某些個別化學元素和某些個別的符合化學上定義的化合物常不屬於第二十八章，甚至它們是純的物質。
例如：
（1） 第二十五章的某些產物（例如：氯化鈉和氧化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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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十一章的某些無機鹽類（即：硝酸鈉、硝酸銨、硫酸銨和硝酸銨的雙鹽類、硫酸銨、硝酸鈣和硝
酸 銨 的 雙 鹽 類 、 硝 酸 鈣 和 硝 酸 鎂 的 雙 鹽 類 、 正 磷 酸 二 氫 銨 和 正 磷 酸 氫 二 銨 (ammonium
dihydrogenorthophosphate and diammonium hydrogenorthophosphate)磷酸銨鹽和磷酸二銨鹽，氯化鉀亦然，雖
然若干情況下可能歸入第 38.24 或 90.01 節）。
（3） 第 38.01 節的人工石墨。
（4） 寶石或次寶石（包括天然、合成或再製造的）和第七十一章的這些寶石的塵埃或粉末。
（5） 第十四或第十五類的貴金屬和卑金屬，並包括這些金屬的合金。
分類於第二十八章中某些其他個別的元素或符合化學定義個別的化合物，當它們改變包裝形式或經由某些處
理，其化學組成並不改變（＊）則可能不屬於第二十八章。
例如：
（a）某些適合治療或預防疾病的產物，以適當固定的劑量包裝起來或為了零售改變形式和包裝（第 30.04 節）。
（b）某一種經處理後會發光的產品（例如：鎢酸鈣），它們被用於發光（第 32.06 節）。
（c）製成零售包裝之香水、化粧品或盥洗製劑（例如：明礬）（第 33.03 至 33.07 節）。
（d）用於膠或粘著的物質（例如：矽酸鈉溶解於水中），淨重不超過１公斤的粘膠的零售包裝（第 35.06 節）。
（e）照像成品（例如：硫代硫酸鈉），可定量包裝或為了方便照像使用的零售包裝（第 37.07 節）。
（f）殺蟲劑等（例如：四硼酸鈉）像第 38.08 節中描述的包裝。
（g）裝於滅火器中或裝於滅火彈內的成品（例如：硫酸）（第 38.13 節）。
（h）經摻雜用於電子工業之化學元素（例如：矽和硒）做成圓盤、薄片狀或類似形狀（第 38.18 節）。
（ij）零售包裝的去除油墨的物質(ink remover)（第 38.24 節）。
（k）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的鹵化物（例如：氟化鋰、氟化鈣、溴化鉀、溴碘化鉀等）以光學元件(optical elements)
的形式（第 90.01 節）或重量不超過 2.5 克的培養結晶(culturedcrystals)（第 38.24 節）。

（E）可能分類於第二十八章中兩節或兩節以上的成品
第六類註 1 處理可能被分類的產品之有關問題：
（a）在第 28.44 或 28.45 節，亦可在第二十八章的某些節別中。
（b）在第 28.43、28.46 節或 28.52 節，亦可在第二十八章的某些節別中（但有別於 28.44 或 2 8.45 節）。
含非金屬酸（第二分章）和金屬酸（第四分章）符合化學定義的複雜酸，被分類於第 28.11 節（見第二十八
章章註 4 和第 28.11 節註解）。
除內容有要求外，其他含有兩個或多個無機鹽類被分類於第 28.42 節
（見第二十八章章註 5 和第 28.42 節註解）
。

(*)這些排除項目不影響歸列在第 28.43 至 28.46 節及 28.52 之產品（見第六類類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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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化學元素
總

則

化學元素可被分成非金屬和金屬兩大類。一般而言，本分章包括所有非金屬的種數形式，然而很多種的金屬
被分類於別處：貴金屬（第七十一章和第 28.43 節），卑金屬（第七十二至七十六章和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和
放射性活性化學元素和同位素（第 28.44 節）和穩定性的同位素(stable isotopes)（第 28.45 節）。
依照適當的分類，各種已知元素依字母次序排列於下表。某些元素，像銻可作為金屬和非金屬，並注意此分
類是根據本商品分類而定。
元

素

符

號

原子序數

分

類

錒

Ac

89

放射性元素(28.44)

鋁

Al

13

卑金屬（第 76 章）

鋂

Am

95

放射性元素(28.44)

銻

Sb

51

卑金屬(81.10)

氬

Ar

18

稀有氣體(28.04)

砷

As

33

非金屬(28.04)

砈

At

85

放射性元素(28.44)

鋇

Ba

56

鹼土金屬(28.05)

Bk

97

放射性元素(28.44)

鈹

Be

4

卑金屬(81.12)

鉍

Bi

83

卑金屬(81.06)

硼

B

5

非金屬(28.04)

溴

Br

35

非金屬(28.01)

鎘

Cd

48

卑金屬(81.07)

銫

Cs

55

鹼金屬(28.05)

鈣

Ca

20

鹼土金屬(28.05)

鉲

Cf

98

放射性元素(28.44)

碳

C

6

非金屬(28.03)（但人造石墨見 38.01）

鈰

Ce

58

稀土金屬(28.05)

氯

Cl

17

非金屬(28.01)

鉻

Cr

24

卑金屬(81.12)

鈷

Co

27

卑金屬(81.05)

銅

Cu

29

卑金屬（第 74 章）

鋦

Cm

96

放射性元素(28.44)

鏑

Dy

66

稀土金屬(28.05)

鍰

Es

99

放射性元素(28.44)

─ 219 ─

Ch.28
鉺

Er

68

稀土金屬(28.05)

銪

Eu

63

稀土金屬(28.05)

鐨

Fm

100

放射性元素(28.44)

氟

F

9

非金屬(28.01)

鍅

Fr

87

放射性元素(28.44)

釓

Gd

64

稀土金屬(28.05)

鎵

Ga

31

卑金屬(81.12)

鍺

Ge

32

卑金屬(81.12)

金

Au

79

貴金屬(71.08)

鉿

Hf

72

卑金屬(81.12)

氦

He

2

稀有氣體(28.01)

鈥

Ho

67

稀土金屬(28.05)

氫

H

1

非金屬(28.04)

銦

In

49

卑金屬(81.12)

碘

I

53

非金屬(28.04)

銥

Ir

77

貴金屬(71.10)

鐵

Fe

26

卑金屬（第七十二章）

氪

Kr

36

稀有氣體(28.04)

鑭

La

57

稀土金屬(28.05)

鐒

Lr

103

放射性元素(28.44)

鉛

Pb

82

卑金屬（第七十八章）

鋰

Li

3

鹼金屬(28.05)

鎦

Lu

71

稀土金屬(28.05)

鎂

Mg

12

卑金屬(81.04)

錳

Mn

25

卑金屬(81.11)

鍆

Md

101

放射性元素(28.44)

汞

Hg

80

金屬(28.05)

鉬

Mo

42

卑金屬(81.02)

釹

Nd

60

稀土金屬(28.05)

氖

Ne

10

稀有氣體(28.04)

錼

Np

93

放射性元素(28.44)

鎳

Ni

28

卑金屬（第七十五章）

鈮

Nb

41

卑金屬(81.12)

氮

N

7

非金屬(28.04)

鍩

No

102

放射性元素(28.44)

鋨

Os

76

貴金屬(71.10)

氧

O

8

非金屬(28.04)

鈀

Pd

46

貴金屬(71.10)

磷

P

15

非金屬(28.04)

鉑

Pt

78

貴金屬(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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鈽

Pu

94

放射性元素(28.44)

釙

Po

84

放射性元素(28.44)

鉀

K

19

鹼金屬(28.05)

鐠

Pr

59

稀土金屬(28.05)

鉅

Pm

61

放射性元素(28.44)

鏷

Pa

91

放射性元素(28.44)

鐳

Ra

88

放射性元素(28.44)

氡

Rn

86

放射性元素(28.44)

錸

Re

75

卑金屬(81.12)

銠

Rh

45

貴金屬(71.10)

銣

Rb

37

鹼金屬(28.05)

釕

Ru

44

貴金屬(71.10)

釤

Sm

62

稀土金屬(28.05)

鈧

Sc

21

分類於稀土金屬(28.05)

硒

Se

34

非金屬(28.04)

矽

Si

14

非金屬(28.04)

銀

Ag

47

貴金屬(71.06)

鈉

Na

11

鹼金屬(28.05)

鍶

Sr

38

鹼土金屬(28.05)

硫

S

16

非金屬(28.02)（但粗製的硫見 25.03）

鉭

Ta

73

卑金屬(81.03)

鎝

Tc

43

放射性元素(28.44)

碲

Te

52

非金屬(28.04)

鋱

Tb

65

稀土金屬(28.05)

鉈

Tl

81

卑金屬(81.12)

釷

Th

90

放射性元素(28.44)

銩

Tm

69

稀土金屬(28.05)

錫

Sn

50

卑金屬（第八十章）

鈦

Ti

22

卑金屬(81.08)

鎢

W

74

卑金屬(81.01)

鈾

U

92

放射性元素(28.44)

釩

V

23

卑金屬(81.12)

氙

Xe

54

稀有氣體(28.04)

鐿

Yb

70

稀土金屬(28.05)

釔

Y

39

分類於稀土金屬(28.05)

鋅

Zn

30

卑金屬（第七十九章）

鋯

Zr

40

卑金屬(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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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1-氟、氯、溴和碘。
2801.10-氯
2801.20-碘
2801.30-氟、溴
本節包括非金屬中的鹵素，但是砈（astatine）除外（第 28.44 節）。

（A）氟
氟是具有刺激氣味、淡黃色的氣體；吸入氟是很危險的，因為它會造成粘膜過敏或腐蝕。它常壓縮貯存於鋼
瓶中；氟是活性很大的元素，它會造成有機物質燃燒─特別是木材、脂肪和紡織品。
氟可用於製造某些氟化物和有機氟化物之衍生物。

（B）氯
氯常是利用鹼金屬的氯化物，特別是氯化鈉，加以電解而得。
氯是一種會令人窒息且有腐蝕性的黃綠色氣體，它的比重是空氣的兩倍半，微溶於水，並能立即地液化。氯
的運輸包裝方式，通常是裝於鋼瓶、鋼桶、鐵路貨車或平底載貨船。
氯會破壞有色和有機物質。它常用於蔬菜纖維的脫色（非動物纖維）和水質果肉的裝備。但由於它具有消毒
性和殺菌性，所以亦被用於水的殺菌（氯化）。它被用於金、錫和鎘的冶金方面，亦可製備過氯酸(hypocholorites)、
金屬氯化物和氯化碳鹽(carbonylchloride)或用於有機合成方面（例如：合成染料、人造蠟(artificial waxes)、氯化橡膠）
。

（C）溴
溴可藉著鹽水溶液的鹼金屬溴化物(alkaline bromides)中氯的作用而獲得，或藉著溴化物電解而得。它的密度很
大（0℃時 3.18），具有腐蝕性、微紅或深棕色的液體，甚至當其冷時會放出令人窒息的紅色煙氣，造成眼睛的傷
害。它會傷害皮膚使其轉變成黃色，亦會使一些有機物質燃燒，如鋸屑。它通常存放於玻璃或陶器容器中。它微
溶於水。本節並不包括溶於醋酸溶液的溴（第 38.24 節）。
溴可被用於藥物方面（例如：鎮定劑）、染料（例如：曙紅(eosins)，靛藍的溴化衍生物），照像化學藥品（溴
化銀），催淚毒氣(lachrymatory products)（溴丙酮）和冶金方面等。

（D）碘
碘是經由二氧化硫或亞硫酸氫鈉處理天然硝酸鈉母液後萃取而得，或由海藻乾燥灰化後，再由化學方法處理
此灰分而得。
它是一種密度很大的固體（在 0℃時比重於 4.95），有一種氣味，會使人聯想起氯和溴，吸入碘會造成人體
傷害。在室溫下即會昇華，遇到澱粉糊即成藍色。當它不純時，會有斑點或是粗糙的粉末。它可以藉昇華作用加
以純化而獲得碘，會形成明亮的微灰色薄片或是帶有金屬光澤的結晶，它通常放於玻璃瓶中。
它被用於藥物上和照像化學物質（碘化鈉）和染料（例如：赤蘚紅）的製造，存有機合成上亦可作為催化劑，
可作為一試劑等。

28.02-硫（昇華或沉澱者均在內）；膠狀硫
（A）昇華或沉澱的硫
硫在上述兩類的純度通常約為 99.5％。
昇華的硫(sublimed sulphur)或硫華(flower of sulphur)，可由粗製的硫或不純的硫慢慢蒸餾後，再經濃縮而成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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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或昇華）成為細小且很輕的粒子。它主要用於葡萄的栽培、化學工業，或用於硬化高級橡膠。
本節亦包括洗濯過的昇華硫，它是用氨水溶液處理後放出二氧化硫，此產物常用於藥物方面。
沉澱的硫亦分類於此，它常是經由加入鹽酸於硫化物溶液或鹼金屬或鹼土族多硫化物溶液中沉澱而得。這樣
所獲得的硫顆粒比昇華的硫更細小，顏色更淡黃，此氣味有一點像硫化氫，不過它會隨時間增長而變壞。它的用
途幾乎完全用於藥物上。
本節沉澱的硫不可與某些「再生」（碾製過的或研磨成微粉的）的硫搞混，有時候這種硫亦被描述成「沉澱」，
但這卻分類於第 25.03 節。

（B）膠體硫(colloidal sulphur)
膠體硫是由硫化氫在含有明膠的二氧化硫溶液中作用而得。此亦可由無機酸在硫代硫酸鈉中的作用，或藉著
陰極的粉碎碾末(pulverisation)作用而得。膠體硫是一種白色粉末與水形成一乳濁液，無論如何只有加入保護性膠
體(protective colloid)（蛋白素或明膠），才可以此狀態保存，甚至保存期限仍然有限。本節包括這些已製備好的膠
體溶液。像所有膠體分散物一樣，硫磺分散物亦有很大的表面積可作為吸附和吸收有色物質；它們也是很有效的
殺菌劑而用於藥物方面。
本節並不包括以弗拉施法(Frasch process)獲得未精煉的硫，甚至它已被精鍊得到的純的硫（第 25.03 節）。

28.03-碳（碳煙及未列名其他形態之碳）。
碳是一種固體的非金屬物質。
本節包括下列各類的碳。
碳煙(carbon black)是由富含碳的有機物質經過不完全燃燒（或經加熱，或經電弧或經電花）裂解而得。例如：
（1

acetyl ene black)是一種非常細小且精純
的物質，可由電弧激發壓縮乙炔氣造成突然的分解作用而獲得。

（2）萘、樹脂、油（燈黑）。
碳煙也可根據生產方法稱之為槽黑(channel black)，爐黑(furnaceblack)。
碳煙可能含有油狀的不純物。
碳煙被用於顏料、印刷油墨、皮鞋油製造中的色素等，亦可製造碳紙和作為橡膠工業的強化劑。
本節並不包括：
（a）天然的石墨（第 25.04 節）。
（b）以固體燃料（無煙煤、煤炭、褐煤）形式存在的天然碳(natural carbons)；焦碳、結塊(agglomerated fuels)和氣
體碳(gas carbon)（第二十七章）。
（c）第 32.06 節中的某些黑色無機的著色物質，例如：礬黑(alu black)，頁岩黑(shale black)、矽黑(silica black)。
（d）人造石墨、膠體的或半膠體的石墨（例如：第 38.01 節）。
（e）活性碳(activated carbon)和獸炭黑(animal black)（第 38.02 節）。
（f）木炭(wood charcoal)（第 44.02 節）。
（g）以鑽石形式結晶的碳（第 71.02 和 71.04 節）。

28.04-氫、稀有氣體和其他非金屬元素。
2804.10-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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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氣體：
2804.21--氬
2804.29--其他
2804.30-氮
2804.40-氧
2804.50-硼；碲
-矽：
2804.61--含矽重量在 99.99％及以上者
2804.69--其他
2804.70-磷
2804.80-砷
2804.90-硒
（A）氫
氫是經由水的電解而得，或來自水煤氣(water gas)，煉焦爐煤氣(coke-oven gas)或碳氫化合物。
它通常被視成非金屬，低壓存於原鋼瓶中。
它可用於油脂的氫化（製備固體的油脂），裂解石油產品、氨的合成或用於切割、焊接金屬（氧氫焰吹燈）
等。
本節並不包括第 28.45 節之氘氣（氫的穩定同位素），和第 28.44 節之氚氣（放射性氫的同位素）。

（B）稀有氣體
「稀有氣體」（鈍氣）所適用的元素列於下，它們被提到的是由於它們缺乏化學親和力及它們在電子學上的
特性──特別是在高壓放電的作用中放出有色的光線（例如：用在霓紅燈）。
（1）氦（無燃燒性，可用於填充氣球）。
（2）氖（會產生一種光明的橙黃色的光線，或與汞蒸氣結合形成「白熾」光燈）。
（3）氬（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可作為電燈泡中的惰性氣體）。
（4）氪（用途與氬一樣，或可產生淡紫色的光線）。
（5）氡（可產生藍色的光線）。
稀有氣體可由液態空氣分餾而得，或來自某些天然氣(natural gases)（例如，氦）。它們通常須透過壓縮獲
得。
氡是一種第 28.44 節中所提到的放射性的鈍氣，它在鐳放射性衰敗時形成。

（C）其他非金屬
包括於本節的其他非金屬有：
（1）氮
氮是不可燃燒亦不助燃的氣體，但可用於滅火。它可由液態空氣的分餾而得，要低壓存於鋼瓶中。
氮主要用於氨和氰胺化鈣的製造，但亦可填充於電燈泡中作為一惰性氣體等。
（2）氧
它是一種助燃性的氣體，主要由液態空氣分餾而得。
它通常是以低壓狀態存於鋼瓶中，或有時候以液體狀態貯存在雙層容器中。
壓縮氧氣可用於氫氧吹管和氧炔吹管燈作為焊接（自體熔焊接）或切割金屬，如：鐵。它亦可用
於鐵或不銹鋼的冶鍊方面，亦可用於醫藥方面（吸入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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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臭氧，它是一種藉著電花或放電作用所造成氧的同位素變性體。它常用於水的殺菌（臭
氧化作用），乾燥油脂的氧化作用、棉花的漂白，或作為一抗菌劑和醫療的用途。
（3）硼
硼是一種紅栗色的固體，通常是為粉末的形式。它被用於冶金術，亦被用於熱調節器和高靈敏度
的加熱器之製造。
因為硼能以很快的速度吸收慢中子，所以純的硼與鋼的合金可用於核能反應器中移動控制(mobile
control rods)的製造。
（4）碲
它是一種固體（比重為 6.2），無一定形狀或呈結晶狀。它具有良好的熱與電的傳導性，也含有某
些金屬的性質。它被用於某些合金（例如碲、鉛合金）和作為一硫化劑。
（5）矽
矽幾乎全利用電弧爐以二氧化矽的碳熱還原法(carbothermal reduction)取得。它對熱與電的傳導性較
差，較玻璃硬，呈紅栗色粉末，更為常見的是無定型塊狀。它的晶體是帶有金屬光澤灰色針狀物。
矽是電子工業上使用的最重要原料之一。非常純的矽（例如：得自拉晶者），可能是拉晶時未加
工的形狀或為圓柱形或呈棒形，當它滲雜硼或磷等時可供兩極真空管、電晶體、其他半導體裝置和太
陽能電池的製造之用。
（6）磷
磷是一種軟而又有彈性的固體，可由無機磷酸鹽混合砂和碳在電爐中加熱處理而得。
下面有兩種不同種類的磷：
（a）「白」磷，黃色透明，具有毒性，處理起來很危險且很容易燃燒。可作成一鑄模棒放置於裝滿水
的黑色玻璃容器、粗陶器、甚至是金屬容器中，這些容器不得暴露於冰點以下的溫度。
（b）赤磷，沒有一定的晶體形狀，但可被結晶化。它是一種不透明的固體，沒有毒性，不能放出磷
光，密度較白磷大，但活性較白磷差。赤磷被用做火柴成品的製造，焰火的製造，或作為催化
劑（例如：無環酸(acyclic acids)的氯化過程）。
某些藥劑含有磷（例如：磷化的鰲魚肝油）。它亦會使中毒或用於磷酸、次磷酸、磷化鈣的製備上。
（7）砷
砷（砷的金屬渣）是由天然砷黃鐵礦(arsenical pyrites)中萃取而得的一種固體。
它以下列兩種主要的形式存在：
（a）普通所謂的「金屬砷」，是一種光亮，鋼灰色(steelgrey)的晶體，易脆且不溶與水。
（b）黃色結晶的砷，較不安定。
砷用於製造二硫化二砷，大型鉛彈(buck-shot)，硬青銅和其他各種合金（例如：錫、銅等的合金）。
（8）硒
硒很像硫，以下列數種形式存在：
（a）紅色薄片不定形存在的硒（所謂的硒葉）。
（b）硬、脆、透明的硒，對熱和電的傳導性不佳。有個光亮的外表，呈棕色或微紅色。
（c）結晶形硒，為灰色或紅色的晶體。特別在它暴露於光之下，對熱和電的傳導性相當好。它可用於
光電管的製造，可塗於半導體的裝置上，應用在照像上；粉末狀的硒（紅硒）可用於橡膠或特
殊透鏡的製造上。
本節並不包括膠體懸浮的硒（用於藥物）（第三十章）
在本制度，銻作為金屬分類（第 81.10 節）。
一些在這類的非金屬（例如：矽和硒）可以添加一些元素像硼、磷等，一般依每百萬分之一的次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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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可用之於電子學。假若它們處於未加工的拉拔形狀，或是一種柱狀或棒狀的形式，它們被分類於本
節中。當它們被切成圓盤形、薄餅形，或相似的形式時，則被分類於第 38.18 節。

28.05-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稀土金屬，鈧和釔，不論是否互相混合或成合金；汞（水銀）。
-鹼金屬或鹼土金屬：
2805.11--鈉
2805.12--鈣
2805.19--其他
2805.30-稀土金屬；鈧及釔，不論是否互相混合或合金
2805.40-汞（水銀）
（A）鹼金屬
五種鹼金屬均甚柔軟而有光澤。在冷水中會分解；在空氣中會變質，成為氫氧化物。
（1）鋰
它是本群金屬中最輕（比重 0.54）而又最硬者。它被貯存於石油中或鈍氣中。
鋰用來改進金屬的特性，被用在許多合金中（如抗磨合金）。因為它與其他元素的非常親和力，它
特別被用在純態下獲得其他的金屬。
（2）鈉
固體的鈉（比重 0.97）具有金屬的光澤，切割後會失去光澤。它貯在石油之中，或密閉的錫罐之
中。
電解熔化的氯化鈉及氫氧化鈉可獲得鈉。
它用以製備過氧化鈉、氰化鈉、氫基鈉等，靛藍顏料工業方面，炸藥製備上（雷管及導火管之化學物
品），丁二烯之聚合、抗磨合金、或鈦及鋯之冶金方面。
本節並不包括鈉汞齊（第 28.53 節）。
（3）鉀
它是一種銀白色的金屬（比重為 0.85），可用一般刀子切割。通常將其存放於礦油或密封的壺腹玻
管(ampoules)中。
鉀被用於某些光電管和抗摩擦合金的製備。
（4）銣(Rubidium)
它是一種銀白色的固體（比重為 1.5），較鈉更容易熔解，可將其存放於密封的壺腹玻管或礦油中。
它像鈉，亦可用於抗摩擦的合金中。
（5）銫(Caesium)
它是一種銀白色或黃色的金屬（比重為 1.9），它若與空氣接觸會燃燒，是最易氧化的金屬，需將
其存放在密封的壺腹玻管或礦油中。
具有放射性活性的鹼金屬

，並不包括在本節（第 28.44 節）。

（B）鹼土金屬
有三種鹼土金屬具有延展性，在冷水中很易被分解，它們在濕空氣中會被破壞。
（1）鈣(Calcium)
它可由氧化鈣藉著鋁之熱還原反應或電解熔融的氯化鈣而獲得。它是一種白色的金屬（比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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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可用於氬的純化，銅或鋼的精煉，鋯、氫氧化鈣、抗摩合金的製造等。
（2）鍶(Strontium)
白色或淡黃色的金屬，易延展的，比重 2.5。
（3）鋇
它是一種白色金屬（比重為 4.2），可用於某些抗摩擦合金和真空管中的真空吸氣劑的製備（第 38.24
節）。
本節並不包括放射性元素鐳（第 28.44 節）、鎂（第 81.04 節）或鈹（第 81.12 節），這些金屬在某些方面很
像鹼土金屬。

（C）稀土金屬；鈧和釔，不論是否互相混合或合金
稀土金屬（此「稀土」亦適用於它們的氧化物）或鑭系元素包括在週期表中原子序數(*)由 57 至 71 的元素，例如：
鈰

族

鋱

族

鉺

族

57 鑭

63 銪

66 鏑

58 鈰

64 釓

67 鈥

59 鐠

65 鋱

68 鉺

60 釹

69 銩

62 釤

70 鐿
71 鎦

(＊)元素的原子序數是指此元素的原子軌道中所有的電子數。
鉅（元素 61）為一種放射性元素，被分類於第 28.44 節。
稀土金屬一般是微灰色或微黃色，具有金屬延展性或可鍛性。
鈰是這族最重要的元素，它可由獨居石(monazite)（稀土磷酸鹽）或稀土矽酸鹽移去釷而獲得。鈰可由鹵化物
用鈣或鋰作催化劑，經由金屬熱還原法獲得，或由熔融的氯化物電解而得。它是一種灰色具有延展性的金屬，硬
度較鉛少一些，它可擦於粗糙表面上而放出閃光。
鑭，存在於不純狀態的高鈰鹽類(ceric salts)中，可被用於製造藍色的玻璃。
本節也包括鈧和釔，它們與稀土金屬很相似，此外鈧亦與鐵族的金屬相似。這兩種金屬可由矽酸鈧釔礦(ore
thortveitite)，含釔和其他元素的矽酸鈧鹽萃取而得。
這些元素不論其是否相互混合或摻混合金。例如：本節所包括之「鈰混金」(mischmetal)，此合金含有 45 至 55
％的鈰，22 至 27％的鑭，其他鑭系元素，釔和各種不同的不純物（高達 5％的鐵，少量的矽、鈣和鋁）。鈰混金
主要用於冶金學和打火石的製造。當合金中超過 5％的鐵或帶有鎂或其他金屬則列入其他節（例如：若具有發火
合金(pyrophoricalloy)的特性，則列入第 36.06 節。
本節不包括稀土金屬釔和鈧的鹽類或化合物（第 28.46 節）。

（D）汞
汞（水銀）是惟一在常溫下為液體的金屬。
它可由天然的一硫化汞（硃砂）煆燒而得；並可用過濾，真空中蒸餾，與稀硝酸處理以分離礦石中的其他金
屬（鉛、鋅、錫、鉍）而得。
汞是一種明亮具有銀色的液體，很重（比重為 13.59），具有毒性，很易攻擊貴金屬。在室溫下，純的汞雖暴
露於空氣中也沒有任何影響，但是不純的汞金屬會在表面覆上生成一層微棕色的氧化汞。汞可存放於特殊製鐵容
器中（燒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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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若被用於汞齊的製備則列入第 28.43 或 28.53 節。它被用在金或銀的冶金工業中或在金或銀的包金工業
(gold-or silver-plating industries)中和用於氯氣、氫氧化鈉、汞鹽、銀硃（硫化汞）或雷酸鹽的製造，它也可用於汞
蒸氣燈和數種物理儀器、藥物的製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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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無機酸和非金屬之無機氧化合物
總

則

+

含氫的酸能夠完全或部份地被金屬取代（或被具有相似性質的離子，例如：銨根離子(NH4 取代），形成一種
鹽類。酸和鹼可形成鹽類，酸和醇可形成酯。在液體狀態和溶液中，能於電極的陰極反應中產生氫氣。當這些含
有氧的酸放出一分子或更多分子的水則獲得酐。大多數的非金屬的氧化物是酐。
本分章包括非金屬的無機氧化物（酐和其他）和無機酸，非金屬的陰離子基。
另一方面它不包括由金屬氧化物或氫氧化物所形成的酐和酸，這些一般列於第四分章（例如：金屬氧化物、
氫氧化物和過氧化物，像鉻、鉬、鎢和釩的酸或酸酐）。然而在某些情況，它被分類在其他節中，像在第 28.43
節的（貴金屬化合物），第 28.44 或 28.45 節的（放射性元素和同位素的化合物）或第 28.46 節的（稀土金屬、釔、
鈧的化合物）。
氫的氧化物亦不包括於此處，它被分類在第 22.01 節（水），第 28.45（重水），第 28.47 節（過氧化氫）或
第 28.53（蒸餾水、傳導性及類似純度的水，包括用離子交換樹脂處理過的水）。

28.06-氯化氫（鹽酸）；氯磺酸。
2806.10-氯化氫（鹽酸）
2806.20-氯磺酸
（A）氯化氫（鹽酸）
氯化氫（HCl）是一種無色且具有窒息氣味能夠發煙的氣體。它可由氫（或水和焦碳）在氯氣中作用或由硫
酸在氯化鈉中作用而得。
它在壓力下很容易被液化，在水中很容易溶解。通常將它放在鋼瓶中以加壓下液體狀態貯存。它亦可形成很
濃的水溶液（通常是 28 至 38％）（氯化氫、鹽酸（muriatic acid）、spirits of salt）裝於玻璃或陶器容器中或卡車
或貨車之橡膠處理的槽中。這些有刺激味的溶液，當它含有不純物（氯化鐵、砷、二氧化硫、硫酸）時會變成微
黃色的溶液，不過當它們很純時，則為無色的溶液。這種濃的溶液在濕空氣中會放出白色的煙氣。
鹽酸有很多用途，例如：作為洗濯鐵、鋅或其他金屬的稀酸，並可用其萃取骨骼中的動物膠，純化動物炭黑，
製備金屬氯化物等。氯化氫的氣體常用於有機合成（例如：氯丁二烯、氯乙烯、人造樟腦、鹽酸橡膠 (rubber
hydrochloride)。

（B）氯磺酸(Chlorosulphuric acid)
氯磺酸在商業上稱為氯硫酸（「硫醯氫氯」），化學式為 ClSO2OH，是由氯化氫和三氧化硫或發煙硫酸乾燥
混合而成。
它有高度的腐蝕性，為一種帶有刺激氣味、無色、或微棕色的液體，當它與濕空氣接觸，會產生煙氣，與水
接觸或加熱後會分解。
它可用於有機合成方面（製造糖精、硫靛(thioindigo)、溶靛素(indigosols)等）。
本節並不包括次氯酸、氯酸、過氯酸（第 28.11 節）。本節亦不包括二氯二氧化硫（硫醯氯）（第 28.12 節）
它常被誤認為「氯磺酸」(Chlorosulphuric ac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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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7-硫酸；發煙硫酸。
（A）硫酸(Sulphuric acid)
硫酸(H2SO4)主要是由氧和二氧化硫於催化劑（鉑、氧化鐵、五氧化二釩等）作用下而產生。它經過硫化氫或
硫化銨處理後，可除去不純物（氮化合物、砷或硒鐵化合物、硫酸鉛）。
硫酸具有很強的腐蝕性。它是一種密度較大，油狀的液體，無色（若其沒有不純物存在）或為黃色或棕色（在
其他狀況下）。當它與水接觸時會發生劇烈的反應，且由於碳化之故會傷及皮膚和大多數的有機物質。
商業上的硫酸所含 H2SO4 量在 77％和 100％間。需將其存放於玻璃酸罈容器中，鋼製鼓狀容器，卡車貨槽、
鐵路貨槽或水運運輸槽。
硫酸被用於很多工業上面，它特別用於製備肥料、炸藥和無色色素及其他事情與石油和鋼鐵工業。

（B）發煙硫酸(Oleum)
發煙硫酸是因為硫酸中帶有過多（超過 80％）的三氧化硫。發煙硫酸可能是液體或固體，呈棕色，它們與水
的作用很劇烈，與皮膚和衣服接觸會放出危險的煙氣（特別是游離的三氧化硫）。通常將其放於玻璃瓶、陶器或
鐵板容器中。
發 煙 硫 酸 廣 泛 用 於 有 機 化 學 中 的 磺 酸 化 反 應 （ 製 備 萘 磺 酸 (naphthalensulphonic acid) 、 羥 基 蒽 琨
(hydroxyanthraguinone)、硫靛、1.2──二羥基蒽琨衍生物( alizarin derivatives)等）。
本節不包括：
（a）氯磺酸和硝磺酸（分別是第 28.06 節和第 28.08 節）。
（b）三氧化硫、硫化氫和過氧硫酸、氨基磺酸和含硫磺酸系列 (thionic series)（連多硫酸）的無機酸（第 28.11
節）。
（c）亞硫酸氯或硫醯氯（第 28.12 節）。

28.08-硝酸；磺硝酸。
（A）硝酸(Nitric acid)
硝酸(HNO3)主要是由氨在催化劑（鉑、鐵、鉻、鉍或氧化錳等）的作用下氧化而得。亦可選擇另一種方法，
是將氮和氧在電弧高溫爐中直接混合而得的氧化氮，再經氧化後即可得到硝酸。它也可由硫酸（也可混合焦硫酸
鈉）與天然的硝酸鈉作用而得，再經由蒸餾與在熱空氣中除去不純物（硫酸或鹽酸、亞硝酸煙）。
硝酸是一種無色或微黃色有毒性的液體。濃縮形式（發煙硝酸）時會放出微黃色的亞硝酸煙霧。由於硝酸是
強氧化劑，所以當其接觸到皮膚時，會破壞有機物質，通常將其存放於玻璃瓶或陶製酸罈容器、鋁製容器中。
它的用途包括製備（銀、汞、鉛、銅等）的硝酸鹽，有機染料、炸藥（硝化甘油、低氮硝化纖維素(collodion cotton)、
三硝基甲苯、2,4,6-三硝基苯酚(picric acid)、雷酸汞等），浸漬金屬（特別是浸漬鑄造的鐵），鍍銅雕刻及金與銀
的精鍊。

（B）磺硝酸(Sulphonitric acids)
磺硝酸是一種固定好比例（例如：相等比例）濃硝酸和硫酸之混合物。它們有很強的腐蝕性，為粘稠的液體，
通常放於鐵板鼓狀容器中。
它們特別用於合成染料中的硝化有機化合物，和製造硝化纖維素(nitrocellulose)和爆炸藥物。
本節並不包括：
（a）氨基磺酸(sulphamic acid)（第 28.11 節）（請勿與上述的磺硝酸(sulphonitric acids)弄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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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疊氮化氫(Hydrogen azide)，亞硝酸和各種氮氧化物（第 28.11 節）。

28.09-五氧化二磷；磷酸；聚磷酸，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09.10-五氧化二磷
2809.20-磷酸及聚磷酸
本節包括五氧化二磷、磷酸（正磷酸及一般磷酸）、焦磷酸（二磷酸）、偏磷酸和其他聚磷酸。

（A）五氧化二磷(Diphosphorus pentaoxide)
五氧化二磷（氧化磷(V)、五氧化二磷、磷酐）(P2O5)可由天然磷酸鹽中萃取磷時，於乾燥空氣中燃燒而獲得。
它是具有腐蝕性的白色粉末，能夠強力地吸收水份，故需將其置於與空氣隔絕的包裝袋中。它被用於乾燥空氣和
有機合成方面。
五氧化二磷通常可以結晶形式、沒有一定形狀或似玻璃的形狀存在。這三種不同的形態混合在一起稱為「磷
的雪花」(phosphoric snow)亦歸屬於本節。

（B）磷酸(phosphoric acid)
磷酸（正磷酸或一般磷酸，H3PO4）通常可由硫酸與天然磷酸三鈣作用後而獲得。在商業上的磷酸在製備中含
有不純物，五氧化二磷、二氫正磷酸鈣、三氧化硫、硫酸、氟矽酸等。純的磷酸可透過控制五氧化二磷之氫化反
應而獲得。
磷酸常常以易潮解的稜形晶體形式存在，但由於其很難保存在固態狀態下，所以通常將其配成水溶液（例如：
65％，90％），這種濃縮溶液在室溫下仍然為過飽和，被稱為「磷酸濃漿」(Syrupy phosphoric acid)。
磷酸被用於製備濃的過磷酸鹽，也可用於紡織工業上，並可作為漬浸液以除去銹。
磷酸在高溫下進行縮合反應而增加數種多聚合酸(polymeric acids)：焦磷酸（二磷酸），偏磷酸和其他聚磷
酸。

（C）聚磷酸(Polyphosphoric acids)
（Ⅰ）具有交錯 P-O-P 原子性質的酸被分類於此。
這些衍生物可由兩個或多個分子的正磷酸脫去水分子縮合而成。依這個方法，一系列直鏈的酸(linear
acids)的一般化學式為 Hn+2PnO3n+1，此處的 n 為 2 或大於 2，而另一環形系列的一般化學式(HPO3)n，此處的 n
為 3 或大於 3，如此則能產生。
（1）焦磷酸（二磷酸 H4P2O7）是控制正磷酸的加熱而形成，它在濕空氣中不穩定，容易被轉變成正磷酸。
（2）偏磷酸，這是一種環形的酸，例如：環形三磷酸(HPO3)3 和環形四磷酸(HPO3)4，這些混合聚磷酸的次要
成分超過 86％P2O5。冰聚磷酸(glacial polyphosphoric)（工業的偏磷酸）是一種不符合化學定義的聚磷酸
混合物（以直鏈為主），它也可能含有鈉鹽。一些混合物像玻璃塊狀物，在紅熱中會揮發但不生成結
晶者，亦屬於此。
它們能夠強力地吸收水分，故可用於乾燥氣體。
（3）其他含有 P-O-P 型的聚磷酸。這些都是一般的混合物，在市場上稱為聚磷酸或過磷酸，它含有多量此
系列的酸，像三磷酸(H5P3O10)和四磷酸(H6P4O13)。這些混合物亦分類於本節。
（Ⅱ）其他聚磷酸。
這部份包括其他物質和連二磷酸(hypophosphoric acid)（二磷酸（Ⅳ））（H4P2O6）。這種化合物在乾燥
處是以二氫化物的結晶形式存在。它在弱溶液中較安定。
本節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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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他的亞磷酸和酐（磷酸和磷酐、次磷酸）（第 28.11 節）。
（b）磷化氫（第 28.53 節）。

28.10-硼之氧化物；硼酸。
（A）硼之氧化物(Oxides of boron)
三氧化二硼(B2O3)是以透明脆塊、晶體或白色薄片存在。
它可作用於揮發性金屬氟化物以製造合成寶石或次寶石（金鋼砂、藍寶石等）。
本節亦包括所有其他的硼氧化物。

（B）硼酸(Boric acids)
硼酸(H3BO3)可由天然硼酸鹽加酸分解或將粗糙的硼酸經生物化學的處理而得。
它以粉末或小鱗片狀、薄板狀或似玻璃塊狀的形式存在，並帶有透明的邊緣，灰色或微藍色（結晶化的酸）。
它是無氣味，接觸時會有潤滑的感覺。
它的用途包括：作為防腐劑、殺菌劑（硼水），用於硼矽酸鹽玻璃（低膨脹係數）、可玻璃化的化合物、吉
勒特氏綠(Guignet's green)（水合鉻氧化物）、人造硼酸鹽（硼砂）、氫氧基和胺基蒽醌等的製造，並可注入於蠟
燭心及用於防火布料。
粗糙天然的硼酸，此時依乾重計算硼酸 H3BO3 含量不超過 85％則列於第 25.28 節，而若硼酸 H3BO3 含量超過
85％則此硼酸列於本節。偏硼酸(HBO2)n 亦列於本節中。
本節不包括：
（a）四氟硼酸（氟硼酸）(tetrafluoroboric acid)（第 28.11 節）。
（b）甘油硼酸(glyceroboric acid)（第 29.20 節）。

28.11-其他無機酸類及非金屬元素之其他無機氧化合物。
-其他無機酸類：
2811.11--氟化氫（氫氟酸）
2811.12--氰化氫(氫氰酸)
2811.19--其他
-非金屬元素之其他無機氧化合物：
2811.21--二氧化碳
2811.22--二氧化矽
2811.29--其他
本節包括無機酸和非金屬的酐化物和其他氧化物。下面列出來的，最重要的是根據它們非金屬的成分（註：
其次序為：氟、氯、溴、碘、硫、硒、碲、氮、磷、砷、碳、矽）：

（A）氟的化合物
（1）氟化氫(HF)，可由天然氟化鈣（氟酸鹽）或冰晶石(cryolite)與硫酸作用後，再經由碳酸鉀的處理或蒸餾而純
化獲得（它通常含有少量矽酸鹽和氟氫矽酸的不純物）。在無水狀態下，氟化氫是一種相當容易吸濕的液
體（沸點在 18～20℃），在濕空氣中會產生煙霧。在無水狀態和濃溶液（氫氟酸）時，它會燒焦皮膚，並
可碳化有機物質。通常將它存在覆蓋有鉛、馬來樹膠(gutta-percha)、純地蠟(ceresinewax)的金屬瓶中，或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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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或塑膠容器中，非常純的酸則放於銀製燒瓶中。
它的用途包括，用於玻璃的蝕刻上，製造無灰分濾紙，製備鉭和氟化物，洗滌或浸漬鑄造物，有機合成
方面或作為醱酵過程中的控制組。
（2）氟酸，這包括：
（a）四氟硼酸（氟硼酸）(HBF4)。
（b）六氟矽酸(hexafluorosilicic acid)（氟矽酸）(H2SiF6)例如：可由製過磷酸鹽的副產物中或由矽的氟化物中
獲得水溶液。它被用於錫和鉛的電解精鍊和氟矽酸的製備等。

（B）氯的化合物
這些化合物的重要性是作為強力的氧化劑和氯化劑，可用於漂白和有機合成上。一般而言，它們並不穩定。
它們包括：
（1）次氯酸(hypochlorous acid) (HClO)，吸入此物質會造成肺的傷害，與有機物質接觸會發生爆炸。這氣體可存在
於水溶液中，呈黃色或微紅色。
（2）氯酸（chloric acid) (HClO3)，這種酸僅以無色或微黃色的水溶液存在。
（3）過氯酸(perchloric acid) (HClO4)，這種物質，由於高度濃縮的程度不同，會有各種水合物化合物。它會傷害皮
膚，被用於分析上。

（C）溴的化合物
（1）溴化氫(HBr)是一種帶有強烈刺激味的無味氣體。它以低壓狀態存放，或形成水溶液（氫溴酸），它在空氣
中會慢慢地分解（特別是在光的作用下）。溴化氫可用於溴化物的製備和有機合成上。
（2）溴酸(HBrO3)只以水溶液狀態存在，可用於有機合成上。

（D）碘的化合物
（1）碘化氫(HI)為一種無色，令人窒息的氣體，很容易分解。它以腐蝕性的水溶液（氫碘酸）存在，當其濃縮時
在空氣中會產生煙氣。可將其用於有機合成中作為一個還原劑或作為固定碘的基質。
（2）碘酸（HIO3)和其酐化物(I2O5)，為斜方晶系的晶體(prismatic crystals) 或以水溶液存在。可用於藥物或作為氣
體防毒面具中的吸收劑。
（3）過碘酸(HIO4.2H2O)，與碘酸性質相似。

（E）硫的化合物
（1）硫化氫(H2S)是一種具有高度毒性、帶有腐敗蛋臭味的無色氣體。通常將其壓縮在鋼瓶中或以水溶液（氫硫
酸）存在。它可用於分析上，亦可用於硫酸或次氯酸的純化，製備二氧化硫或硫的再生等。
（2）過二硫酸，以結晶的型式存在：
（a）過二硫酸(peroxosulphuric acids)(H2S2O8)和其酐(S2O7)。
（b）過一硫酸(peroxomonsulphuric acids)(H2S5)，具有很強的吸濕性，又是強氧化劑。
（3）硫磺酸，它只存在於水溶液中：連二硫酸 (H2 S2 O6 )；連三硫酸 (H2 S3 O6 )，連四硫酸 (H2 S 4 O6)，連五硫
酸 (H2 S5 O6)。
（4）氨基磺硫(aminosulphonic acid)(SO2(OH)NH2)，此可由尿素溶解於硫酸、三氯化硫或發煙硫酸中而得，結晶狀，
微溶於水但很易溶於醇。它被用於防火衣服的製造，並可用鞣革、電鍍和有機合成。
（5）二氧化硫(SO2)，可由硫燃燒或焙燒天然硫化物（特別是黃鐵礦）或焙燒硫酸鈣（例如：硬石膏）與黏土和
焦炭而得。它是無色令人窒息的氣體。
二氧化硫是以低壓下液態貯放於鋼瓶中或存於水溶液，後項在商業上常被錯叫做「亞硫酸」(sulphurous

─ 233 ─

Ch.28
acid)。
它為一種強還原劑和漂白劑，二氧化硫有很多用途，例如：漂白動物織物原料、稻草、羽毛或膠化，糖
精製的硫酸化過程和水果、蔬菜的保存。製備酸性亞硫酸鹽以處理木漿、製造硫酸或作為消毒劑（防止酒發
霉）。液化二氧化硫，可降低蒸發時的溫度，被用於冷凍工廠中。
（6）三氧化硫（硫酐）(SO3)是一種針形的白色晶體，有一點像石綿的外形。它在濕空氣中會發煙，會吸收水份，
並與水份發生劇烈的反應。可將其存放於與空氣隔絕的鐵板容器或玻璃、有木框保護的粗大陶器瓶中，它
可裝於含有無機吸收劑的裝置中。它可用於製備發煙硫酸（第 28.07 節）和明礬（第 28.33 節）。
（7）三氧化二硫(S2O3)為一種容易潮解的綠色晶體，很容易被水所分解，並可溶於酒精中，可作為合成染料製造
中的還原劑。

（F）硒的化合物
（1）硒化氫(hydrogen selenide)(H2Se)是一種令人作嘔的氣體，因為它會麻痺嗅覺神經，所以吸入後會造成傷害。
它存在於不穩定的水溶液中。
（2）亞硒酸(selenious acid)(H 2SeO3)和酐(SeO2)為六方形的白色晶體，很容易潮解，極易溶於水，可用於瓷釉工
業。
（3）硒酸(selenic acid)(H2SeO4)為白色晶體，無水或呈水合狀態。

（G）碲的化合物
它們是碲化氫(H2Te)（在水溶液中），亞碲酸(H2TeO3)和酐化合物(TeO2)（白色固體）和碲酸(H2TeO4)（無色晶
體）和其酐化物(TeO3)（橙色固體）。

（H）氮的化合物
（1）疊氮化物(hydrogen azide)（疊氮酸）(HN3)為無色帶有令人窒息氣味、有毒性的液體，很容易溶於水，並不安
定，具有爆炸的特性。
它的鹽類（疊氮化物）列於第 28.50 節，並不列入第五分章。
（2）氧化二氮（一氧化二氮）(N2O)是具有甜味的氣體，可溶於水中，以液體的形式存在。在氣體狀態可作為麻
醉劑，在液態或固態下可作為一種冷媒。
（3）二氧化氮（硼醯、亞硝的蒸氣、「過氧化氮」）(NO2)，在０℃時是無色的液體，在高溫下是橙棕色，沸點
約在 22℃（此時它會放出紅色的煙氣）。這是最安定的氧化氮也是很強的氧化劑。

（IJ）磷的化合物
（1）次磷酸(H3PO2)為薄片狀的晶體，熔點約為 25℃，暴露於空氣中會氧化是很強的還原劑。
（2）亞磷酸(H3PO3)是很容易潮解的晶體，熔點約為 71℃可溶與水。它的酐化合物（P2O3 或 P4O6），此晶體的熔點
約為 24℃，暴露於光線中，首先會轉變為黃色而後變成紅色，然後再慢慢地分解。

（K）砷的化合物
（1）三氧化二砷(diarsenic trioxide)（砒霜）(As2O3)被錯誤地叫做「亞砷酸」。可由焙燒鎳和銀的砷鐵礦或含砷的
黃鐵礦而得。它可能含有不純物（五硫化二砷、硫、三氧化二銻等）。
商業上的氧化砷（Ⅲ）通常是結晶狀的白色粉末、無味，並且有高度的毒性（砷華）。似玻璃狀的酐化
合物是透明且不定形的塊狀物，瓷狀的酐化合物是不透明、互相連鎖的八面的晶體。
它的用途包括保存於獸皮或動物樣本（有時將其與肥皂混合），作為毒老鼠的毒物，製造捕蒼蠅的粘紙，
製備一些遮光劑(opacifiers)，如玻璃狀琺瑯或礦物綠像西力氏綠(Scheele's green)（亞砷酸氫銅）或史文法綠
(Schweinfurt green)（亞砷酸銅複鹽）。少量服用可作藥劑（治療皮膚炎、瘧疾或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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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氧化二砷(diarsenic pentaoxide)(As2O5)是由三氧化二砷氧化或砷酸的脫水反應生成，它是具有高度毒性的白
色粉末，會慢慢地溶於水中，產生砷酸。它可用於製造砷酸和作為一氧化劑等。
（3）砷酸(arsenic acids)「砷酸」這個名字包括正砷酸(H3AsO4.1/2H2O)和其他五氧化砷的水合物（焦砷酸或偏砷酸
等）。它們結晶化後為無色的針狀物且有致命的毒性。
砷酸被用於合成染料（品紅等），砷酸鹽的製造和一些藥劑或殺蟲劑中的砷有機衍生物之製造。
本節不包括三氫化砷（例如：AsH3）（第 28.50 節）。

（L）碳化合物
（1）一氧化碳(CO)是具有毒性無色無味的氣體，被壓縮貯存，它的還原性質可被用於同類物質冶金上。
（2）二氧化碳(CO2)，不正確地稱為「碳酸」，可由碳的燃燒或由加熱或用酸處理石灰物質即可獲得。
它是無色的氣體，較空氣一倍半，它可撲滅火焰，二氧化碳可以液體狀態存在（被壓縮於鋼瓶中）或以
同體狀態存在（絕熱容器中的壓縮的立方體，「碳霜」(carbonicsnow)或「乾冰」）。
它可用於冶金工業、糖的製造或用於碳酸飲料中，液態 CO2 可用於啤酒醱酵、製備水楊酸或用於滅火器
中等。
固態的 CO2 可作為一個冷凍劑（低於-80℃)。
（3）氰化氫（氫氰酸）(HCN)可由氰化物和硫酸的作用或藉著氨和碳氫化合物在催化劑的作用下而獲得。
它是一種很毒、無色並帶有苦杏仁氣味的氣體，能與水混合且密度較水輕，當其不純或置於弱溶液中較
難維護。
氫氰酸被用於有機合成上（例如：與乙炔反應產生丙烯腈），亦可作為寄生蟲驅除劑。
（4）異氰酸、硫氰酸或雷酸。

（M）矽的化合物
二氧化矽（純的二氧化矽、矽酐等）(SiO2)，係由矽酸鹽溶液與酸作用或由加水和加熱分解鹵化矽而得。
它可能是沒有一定的形式（為一白色粉末的「矽白」(silica white)，「矽華」(flowers of sillica)，「煆矽土」(calcined
silica)；硬脆透明的粒狀物─「玻璃狀的矽」；膠狀的「矽霜」，「水合的矽」）或結晶形式（鱗石英和白矽石）。
二氧化矽能夠抵抗酸的作用；融化的矽石可用於製造實驗室的儀器和工業儀器，使得這儀器可以突然加熱或
冷卻卻不破裂（見第七十章的總註解）。極細粉末的二氧化矽被使用在例如當作各種類型天然、合成橡膠和其它
彈性體的填充料，當作各種塑料、油墨、油漆、塗層和粘著劑的增厚劑或觸變劑。熔融的硅土(由四氯化矽或三氯
矽烷在氫氧氣熔爐裡燃燒而得)也被用在矽晶圓的化學機械研磨，及當作各種材料的自由流動劑或抗安定劑。
本節不包括：
（a）天然矽砂（第二十五章，除各種組成的寶石或次寶石─見第 71.03 節和 71.05 節註解）。
（b）膠體懸浮的矽砂一般分類於第 38.24 節，除非特殊用途的特殊製備（例如：第 38.09 節的紡織衣服）。
（c）含有鈷鹽的矽膠（作為濕度的指示劑）（第 38.24 節）。

（N）複酸(Complex acids)
本節也包括未列入本章其他節之含有兩個或多個非金屬無機酸（例如：氯酸）或由一個非金屬酸和一個金屬
酸（例如：鎢矽，鎢硼酸）所組成符合化學定義的複酸。
因為銻在本商品分類中被視為一金屬，所以銻酸和氧化銻列於第 28.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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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章
鹵素或硫之非金屬化合物
總

則

本分章包括類似歸類於第五分章之氫酸的金屬鹽類名稱（氯化物、硫化物等）的化合物，實際上為非金屬
化合物，例如：
（1）帶有非氧或非氫的非金屬鹵素（鹵化物）。
（2）與上項（1）相同的化合物且與氧結合者（氧鹵化物）。或
（3）帶有一個非氧或非金屬的硫（硫化物）。
非金屬的硫氧化物（硫＋氧＋非金屬）並不歸本分章，它們被列於第 28.53 節。
+

金屬的鹵化物、氧鹵化物和硫化物（見第一分章的總註解）或其銨根離子(NH4 )，除了與貴金屬結合之化合
物（第 28.43 節）和第 28.44、28.45、28.46 或 28.52 節的化合物外，被分類於第五分章。

28.12-非金屬的鹵化物及氧鹵化物。
-氯化物及氧氯化物：
2812.11--碳醯氯(光氣)
2812.12--氧氯化磷（磷醯氯）
2812.13--三氯化磷
2812.14--五氯化磷
2812.15--氯化硫
2812.16--二氯化硫
2812.17--亞硫醯氯(二氯氧硫)
2812.19--其他
2812.90-其他
（A）非金屬的氯化物
最重要的二元化合物有：
（1）氯化碘(Iodine Chlorides)
（a）氯化碘(ICl)是將氯加入碘中直接反應而獲得。超過 27℃的碘是一種黑棕色的液體；低於 27℃則為微紅
色的結晶。比重約為 3。它會被水所分解；亦會引起皮膚的灼燒。通常用於有機合成中作為─碘試劑。
（b）三氯化碘(ICl3)，其製備方法與單氯化物相同或由氫碘酸而得。它是一種可溶於水的黃色的針狀物，比
重約為 3，用途與單氯化物相同，亦可用於藥劑上。
（2）氯化硫(Sulphur Chlorides)
（a）氯化硫(S2Cl2)(另一名稱為二氯化二硫，該名稱意味其結構式為 Cl-S-S-Cl)是由氯加入硫中反應而得。商
品化的氯化硫，為一種黃色或微紅色的液體，當其暴露於空氣中會放出令人窒息氣味的煙氣。它在水
中會被分解，比重約為 1.7，是一種硫的溶劑。它被用於橡膠或馬來樹膠(gutta-percha)的硫化反應。
（b）二氯化硫(SCl2)是由單氯化物製備而成，為一種微紅─棕色的液體。它在水中亦被分解相當不穩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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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約為 1.6。用途包括：橡膠的冷硫化反應(cold vulcanisation)或用於製造合成染料的氯化劑（特別用於
硫靛）。
（3）氯化磷(Phosphorus Chlorides)
（a）三氯化磷(PCl3)可直接由氯加入磷中反應而獲得，它為一種無色的液體，比重約為 1.6，具有腐蝕性並
帶有一種刺激性的氣味，為一種催淚物。在濕空氣中會產生煙氣，與水接觸會分解。主要用於有機合
成作為氯化劑（例如：製造氯化酸、染料等），亦可用於製造陶器使其產生光澤的效果。
（b）五氯化磷(PCl5)是由三氯化物而得，為一白色或微黃色的結晶，比重約為 3.6。它像三氯化物一樣在濕
空氣中會產生煙氣，與水接觸會分解，且它具有催淚的效果。它用在有機合成上作為一個氯化劑或催
化劑（例如：製備靛紅化氮）。
氯化鏻(PH4Cl)並不屬於本節（第 28.53 節）。
（4）氯化砷(Arsenic Chlorides)
三氯化砷(AsCl3)是將氯直接加在砷上作用或將氫氯酸在三氯化砷上作用而得之。它為一種無色具有油狀
外形的液體，在濕空氣中會產生煙氣，毒性劇烈。
（5）氯化矽(Silicon Chlorides)
四氯化矽(SiCl4)是通電流使氯在矽和煤炭混物上作用或在矽、矽青銅或鐵矽齊(ferro-silicon)上作而得。它
是一種無色的液體，比重約為 1.5。在濕空氣中釋放出令人窒息的白色煙氣(氯化氫(HCl))。在水中它會分解
形成膠凝矽(gelatinous silica)及釋放氯化氫煙氣，可用於製備矽氧和非常純的矽、矽銅或煙幕(smoke screen)。
矽化氫的取代物像三氯矽烷(SiHCl3)並不屬於本節（第 28.53 節）。
本節並不包括四氯化碳(CCl4)、六氯乙烷（六氯碳化物）(C2Cl6) 、六氯苯(ISO) (C6Cl6)、八氯萘(C10Cl8)
和相似的氯碳化物，像：碳氫化物的氯之衍生物（第 29.03 節）。

（B）非金屬的氧氯化物
這些三元化合物特別包括：
（1）氧氯化硫(Sulphur chloride oxides)
（a）亞硫醯氯(Thionyl chloride)(一氧二氯化硫、二氯氧硫)(SOCl2)。是由二氯化硫與三氧化硫或硫醯氯起氧
化反應而得。它是一種無色的液體，比重約為 1.7，會放出令人窒息的蒸氣，會被水所分解。可用於有
機氯化物的製造。
（b）二氧二氯化硫(Sulphur dichloride dioxide)（硫醯氯）（所謂的「二氯磺酸」）(SO2Cl2)可由氯在二氧化硫
或暴露在陽光中或在催化劑（樟腦或活性碳）存在下作用獲得。它是一種無色的液體，比重約為 1.7。
在空氣中會產生煙氣，會被水所分解，具有腐蝕性，它可作為有機合成中的氫化劑或硫化劑，例如製
造醯基氯。
本節不包括氯磺酸（"Sulphuric chlorohydrin"）(ClSO2.OH)（第 28.06 節）。
（2）氧二氯化硒(Selenium dichloride oxide)
氧二氯化硒，一般稱為「硒醯氯」(SeOCl2)與亞硫醯氯相似。它是由四氯化矽在二氧化矽上作用所產生
的。高於 10℃時為一種黃色的液體，在空氣中會產生煙氣，低於 10℃時會形成一種無色的結晶，比重約為
2.4，會被水所分解。它用於有機合成或用於原始燃燒引擎氣缸的去碳作用。
（3）氯化亞硝醯(Nitrosyl chloride)（氧氯化氮）(NOCl)
它是一種帶有令人窒息氣味、橙黃色的氣體，具有毒性，可用作一個氧化劑。
（4）氧氯化磷(Phosphorus trichloride)（一氧三氯化磷、磷醯氯）(POCl3)
它是由三氯化磷與氯化鉀作用而得或由五氯化磷經過硼酸處理或藉著碳醯氯在磷酸三鈣上作用而得
之。它是一種無色的液體，比重約為 1.7。它有一種刺激性的氣味，在濕空氣中會產生煙氣，且會被水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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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可作為有機合成的氯化劑，亦可用於製造醋酸酐或氯磺酸。
（5）碳醯氯(Carbonyl dichloride)（光氣、氧氯化碳、氯化羰基）(COCl2)
它是在獸炭黑或木炭存在下，將氯在一氧化碳上作用而得，或藉著發煙硫酸在四氯化碳上作用而得之。
它是一種無色的物質，溫度在 8℃時即為液體。高於 8℃時即為氣體。通常以液化狀況存在或低壓下貯存於
重鋼瓶中。當它溶與甲苯和苯中，它被分類於第 38.24 節。
它是一種催淚及很毒的物質。它被廣泛用於有機合或中作為一氯化劑（例如：製造醯基氯、銨基酸衍生
物，米蚩酮(Michler's ketone)或有機染料工業中的中間物。

（C）其他非金屬的鹵化物和氧鹵化物
它包括所有其他非金屬的鹵化物（氟化物、溴化物和碘化物）。
（1）氟化物(fluorides)
（a）五氟化碘(IF5)為一種發煙的液體。
（b）氟化磷和氟化矽。
（c）三氟化硼(BF3)它是在有硫酸的狀況下，加熱天然的氟化鈣和粉末狀的氧化硼反應而成。它是一種無色
的氣體。在濕空氣中會產生煙氣，會碳化有機物質。能夠強烈地吸收水份形成氟硼酸。可作為有機合
成中的脫水劑和催化劑。它和有機化合物（例如：乙醚、醋酸或酚）會形成錯合物，這些化合物也可
作為催化劑，被列於第 29.42 節。
（2）溴化物(bromides)
（a）溴化碘（一溴化物）(IBr)是由組成的元素化合而成，它是帶有微黑紅色的晶體塊狀物，像碘。可溶於
水，用於有機合成中。
（b）溴化磷(Phosphorus bromides)
三溴化磷(PBr3)，可由溴與溶解於二硫化碳中的磷作用而得。它是一種無色的液體。在濕空氣中會產生
煙氣，在水中會分解，比重約為 2.8。可用於有機合成上。
本節並不包括溴化鏻(PH4Br)（第 28.53 節）和溴化碳（第 29.03 節）。
（3）碘化物(iodides)
（a）碘化磷(phosophorus iodides)
二碘化磷(P2I4)是由碘與溶解於二硫化碳中的磷作用而得。它是一種橙色的晶體，亦會放出有色的蒸氣。
三碘化磷(PI3)是以相似的方法獲得，通常結晶化成為暗紅色的小片。
碘化鏻(PH4I)被列於 28.53 節。
（b）碘化砷(arsenic iodides)
三碘化砷(AsI3)為紅色的晶體，它是由組成的元素化合而成。具有毒性和揮發性。可用於藥物方面或
作為實驗室中的試劑。
（c）碘與其他鹵素元素的化合物。見上述的 A（1）、C（1）（a）、C（2）（a）。
（4）除氧氯化物外的氧鹵化物(halide oxides)
（a）氧化氟，例如：一氧三氟化磷（磷醯氟）(POF3)；
（b）氧化溴，例如：一氧二溴化硫（硫醯溴）(SOBr2)，是一種橙色的液體。另外一氧三溴化磷（磷醯溴）
是一種薄片狀的晶體。
（c）氧化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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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3-非金屬的硫化物、工業用三硫化磷。
2813.10-二硫化碳
2813.90-其他
最重要的這些化合物是：
（1）二硫化碳(CS2)。
它是由硫蒸氣與燃燒的碳作用而得。它是一種無色、有毒的液體（比重約為 1.3）。
與水互不相容。當它不純時聞起來像腐敗的蛋臭味。很容易發揮且很容易燃燒，吸入或處理它是很危險
的。通常將其放於粗陶器、金屬或玻璃容器，並用稻草或柳條的筐籃包起來，且用栓子塞住。
它可作為很多用途的溶劑，例如：可用於萃取油脂脂肪或必需性的油脂，或用於骨骼的去油脂，製藥或
用於人造的紡織或橡膠工業。它也可以用於農業上，注入泥土中以殺死昆蟲或葡萄蟲等。為了後者的用途，
其衍生物硫化碳酸鉀也加以利用（第 28.42 節）（請參見第 38.08 節的註解）。
（2）二硫化矽(SiS2)
它是由硫蒸發與強熱的矽作用而得。為一種白色的固體，可結晶成揮發性的針狀物。會被水分解成膠狀
的矽石（二氧化矽）。
（3）硫化砷(arsenic sulphides)
本節包括人造的硫化物，其中可來自天然硫化物或經由硫或硫化氫處理過的氧化砷、砷。
（a）二硫化二砷（人造雄黃、假雄黃、紅色的硫化物）（As2S2 或 As4S4），為一種毒性物質，通常是一種透
明的紅色或橙色晶體，比重約為 3.5。不需熔化即可揮發。可用於煙火（與硝酸鉀和硫混合）的製造，
用於油漆顏料方面（紅寶石砷）或用於羽毛衣服中以去獸皮的毛。
（b）三硫化二砷（人造雌黃、假金色素、黃色的硫化物）(As2S3)一種有毒的黃色粉末，比重約為 2.7，無氣
味且不溶於水。用途與二硫化物相似，亦可用於羽毛或橡膠中作為寄生蟲驅除劑或用於藥物（因為它
會破壞病態生長）。它與鹼金屬的硫化物會形成第 28.42 節的硫代砷酸鹽。
（c）五硫化二砷，此產物在自然情況下並不產生，為一種淡黃色不定形的固體，不溶於水。可作為色素。
它與鹼金屬的硫化物會形成第 28.42 節的硫代砷酸鹽。
本節並不包括天然的硫化砷（二硫化物或雄黃，三硫化物或雌黃）（第 25.30 節）。
（4）硫化磷(phosphorus sulphides)
（a）三硫化四磷(P4S3)，它是由組成元素化合而成。它為一種灰色或黃色固體。比重約為 2.1。可為一種不
定形的塊狀物或成結晶狀。聞起來具有大蒜的氣味，毒性並不強，但此塵埃吸入還是頗危險的。它會
被水所分解，但不受空氣影響。它是最安定的硫化磷。可用於製造五硫化物或取代製造安全火柴的磷，
亦用於有機合成。
（b）五硫化磷（P2S5 或 P4S10）為一種黃色的晶體，比重為 2.03 至 2.09。用法與三硫化四磷相同或用於礦砂
的漂浮選礦劑。
（c）工業用的三硫化磷，此成品為一種混合物，分子式大概是 P2S3 被稱為三硫化磷。它是微黃灰色的晶體
塊狀物，會被水所分解。用於有機合成。
本節不包括：
（a）硫與鹵素組成的二元化合物（例如：氯化硫）（第 28.12 節）。
（b）氧硫化物（例如：砷、碳和矽的）和非金屬（例如：氯硫化磷和硫代羰基氯）的硫基鹵化物（第 28.5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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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章
金屬之無機鹽基及其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總

則

鹼是一種含有氫氧游離基(OH)的化合物，它可和酸作用而形成鹽類。在液態或溶液狀態，它們可在陰極電解
+

放出金屬離子或相似的離子（銨根離子(NH4 )）。
金屬氧化物是一種金屬與氧的化合物。其中很多可以結合一個或多個分子的水而形成的氫氧化物。
大多數的氧化物由於其氫氧化物是鹼，所以帶鹼性。無論如何，某些氧化物（酐氧化物），只有當其與鹼或
其他鹼反應時會形成鹽類，雖然其他更普遍的一類（兩性氧化物）可作為酐氧化物或作為一個鹼。這一類氧化物
無論實際上或假設上根據它們的氫氧化物，必需視作酸的酐化物，某些氧化物（含鹽氧化物）可視為鹼性氧化物
與酸酐氧化物之化合結果。
本分章包括：
（1）金屬的氧化物、氫氧化物和過氧化物，無論其為鹼性、酸性、兩性或含鹽者。
（2）其他不含氧的無機鹽基像銨（第 28.14 節）或聯氨（第 28.25 節）和一些不含金屬元素的物質像羥基銨
（第 28.25 節）。
本分章不包括：
（a）第二十五章中的氧化物和氫氧化物，特別是鎂氧（氧化鎂），不論其是否精純，和生石灰、熟石灰（粗
糙的氧化鈣和氫氧化鈣）。
（b）氧化物和氫氧化物組成的礦石（第 26.01 至 26.17 節），與其礦石片落、灰分、礦渣、渣滓、浮渣或其
他金屬的殘餘物（第 26.18 至 26.20 節）。
（c）貴金屬的氧化物、過氧化物及氫氧化物（第 28.43 節），放射性元素的氧化物、過氧化物及氫氧化物
（第 28.44 節），稀土金屬、釔、鈧或前述金屬混合物的氧化物、過氧化物及氫氧化物（第 28.46 節），
汞的氧化物、過氧化物及氫氧化物（第 28.52 節）。
（d）第 22.01 節（水），第 28.45 節（重水）、第 28.47 節（過氧化氫）或第 28.53 節（蒸餾水或傳導性水
及類似純化的水，包括用離子交換樹脂處理的水）之含氫的氧化物。
（e）帶有鹼性的金屬氧化物之著色物質（第 32.06 節），製備的色素、製備的遮光劑和製備的顏料、玻璃
化的瓷釉琺瑯和釉，和這些相同用途於陶瓷器、瓷釉或玻璃工業的相似產品（第 32.07 節）和其他第
三十二章製備的物質，其藉由氧化物、氫氧化物或混合著其他化合物的鹼。
（f）用於人造纖維去光澤的遮光製劑（第 38.09 節）和金屬表面浸漬之製劑（第 38.10 節）。
（g）天然或合成寶石或次寶石（第 71.02 至 71.05 節）。

28.14-無水氨或氨水溶液。
2814.10-無水氨（無水阿摩尼亞）
2814.20-氨水溶液（阿摩尼亞溶液）
氨既可從煤氣純化廠或焦炭廠生產的不純的氨氣液化水溶液中製得（見第 38.25 節的註解第（A）（3）項）
也可由氫與氮合成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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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
（1）無水氨(NH3)，它為一種無色的氣體，比重較空氣輕，加壓下很容易液化。可將其貯放於金屬瓶中。
（2）氨水溶液(NH4OH)為一理論上銨(NH4)「元素」的氫氧化物。這些溶液中（一般含有 20、27 或 34％的
氨 NH3）為一種無色或微黃色的液體，需存於栓緊塞子的容器中，氨的酒精溶液歸類本節（第 38.24
節）。
氨有許多用途，例如：製造硝酸和硝酸鹽，硫酸銨、其它銨鹽和氮肥、碳酸鈉、氰化物（例如：苯
胺）它可乳化脂肪物質和樹脂，它可作為去除染色的清潔劑、製備光澤化合物，處理橡膠樹的乳液，去
除油漆等。液化氨被用於冷凍植物。

28.15-氫氧化鈉（燒）；氫氧化鉀（苛性鉀）；過氧化鈉或鉀。
-氫氧化鈉：
2815.11--固體
2815.12--水溶液（鹼水或液鹼）
2815.20-氫氧化鉀（苛性鉀）
2815.30-過氧化鈉或鉀
（A）氫氧化鈉（燒鹼）
吾人不可將氫氧化鈉（燒鹼）(NaOH)與工業用蘇打─碳酸鈉（第 28.36 節）弄混。
氫氧化鈉是由碳酸鈉和石灰水乳液苛化而成，或由氯化鈉電解而成。它可從水溶液中或為一無水的固體中取
出。蒸發氫氧化鈉水溶液會產生薄片或塊狀的固體氫氧化鈉。
這種純的成品可製成粒狀或晶體置於玻璃罐中。
固體氫氧化鈉接觸到皮膚會破壞粘液細包膜。它很容易潮解，易溶於水，所以它必需放置於密封鋼瓶中。
它是一種在工業上有很多用途的鹼：其切斷木質素可製備某些化學木漿、製造再生的纖維素，棉紗的鹼液處
理，鉬或鈮冶金業將其浸入苛性鹼液中以增加軔性、光澤和染色性，製備硬肥皂，製造許多包括酚類化合物（酚、
間苯二酚，1，2 二羥基蒽醌等）之化學化合物。
本節並不包括藉著鹼或硫酸鹽過程處理木漿所得的殘餘物（第 38.04 節）或由第 38.03 節高油所得的鹼液和再
生的氫氧化鈉。
本節亦不包括氫氧化鈉和石灰的混合物，稱為「鹼石灰」（第 38.24 節）。

（B）氫氧化鉀（苛性鉀）
氫氧化鉀（苛性鉀）(KOH)與上述的氫氧化鈉相似，它必需與碳酸鉀（第 28.36 節）或工業用碳酸鉀（在某些
國家將其濫用至任何鉀鹽、特別是氯化物）有所區別。
它通常是由天然氯化鉀溶液（第 31.04 節）電解而得，但也可由碳酸鉀與石灰乳液苛化而成（稱為「石灰鉀
鹼」）。純的氫氧化鉀是由酒精處理或藉著氫氧化鋇和硫酸鉀經兩次分解而成。
氫氧化鉀可能以水溶液存在（鉀鹽鹼液），高濃度（通常是 50％左右）或為一個個體存在。它可與氫氧化鈉
相同的方法貯存，且與氫氧化鈉有相似性質。
它可用於軟肥皂(soft soap)的製造、金屬化合成再著色的局部處理，漂白，或用於過錳酸鉀的製造等。它也可
用於藥劑中作為一苛性劑（以棒狀形式），有時候為這目的與石灰混合分類於第 30.03 或 30.04 節。

（C）過氧化鈉
過氧化鈉（二氧化二鈉）是由鈉燃燒而得，為一種相當容易潮解的白色或微黃色的粉末，比重約為 2.8，它會
被水所分解而放出熱並形成過氧化氫。它也可以做為金屬容器，焊接時的塊狀物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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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用於肥皂的製造，漂白布，有機合成的氧化劑或用於純化控制空氣（例如：在潛水艇中）。當它與催化
劑（少許銅或鎳鹽等）混合可用於快速製造過氧化氫。它包含第 38.24 節的製備。

（D）過氧化鉀
過氧化鉀（二氧化二鉀）(K2O2)很像過氧化鈉的製造過程，性質與用法也相似。

28.16-鎂之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鍶或鋇之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2816.10-鎂之氫氧化物和過氧化物
2816.40-鍶或鋇之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A）鎂的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1）氫氧化鎂(Mg(OH)2)白色粉末，較氧化鎂重，很安定，但暴露於空氣中會慢慢形成碳酸鹽，用於調藥配藥
上。
（2）過氧化鎂(MgO2)它是由過氧化氫在氧化鎂上作用而得。為一種白色粉末，可能會含有氧化物等雜質，它幾乎
不溶於水中，用於漂白羽毛，用於製備牙膏或作為腸胃的殺菌劑。
氧化鎂除外（第 25.19 節；若每一培養的結晶重量不少於 2.5 克則列於第 38.23 節。）

（B）鍶的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1）氧化鍶（無水或苛性的鍶）(SrO)它是由碳酸鍶煆燒沉澱而得。為一種多孔性白色易吸濕的粉末，可溶於水
中。當其暴露於空氣中會形成碳酸鹽，可用於煙火的製造或製藥方面，亦可製備氫氧化鍶或色素。
（2）氫氧化鍶（Sr(OH)2）以無水不定形或帶有８個 H2O 的結晶狀態存在。當其暴露於空氣中會形成碳酸鹽。可
用於玻璃的製造或製備鍶鹽和發光的色素。
（3）過氧化鍶(SrO2)它是由氧在氧化鍶上作用而得，為一種白色粉末，會被熱水所分解。可用於煙火的製造。

（C）鋇的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1）氧化鋇（無水的氧化鋇）(BaO)，此化合物不可和天然的硫酸鋇弄混，有時候稱它為重晶石(barytes)。它是由
硫酸鋇或碳酸鋇煆燒沉澱而得，或由矽酸鋇水解而得。氧化鋇的外形與氧化鍶相似，但它較重（比重約為
5.5）而且可以結晶化。通常用於製備氫氧化鋇、過氧化鋇和鋇金屬。
本節不包括只由碳酸鋇礦煆燒而得的粗製產物（第 25.11 節）。
（2）氫氧化鋇「Ba(OH)2」通常是微白色晶化帶有 8 個 H2O 的薄片狀晶體，或以水溶液（氧化鋇溶液）的形式存
在。可於玻璃工業，生產遮Ｘ光射線的玻璃，或用於陶瓷的製造、純化水，製造氫氧化鉀的各種含鋇的化
合物。
（3）過氧化鋇(BaO2)，此由氧化鋇在二氧化碳的空氣中加熱取得，為一種白色的粉末，或形成不可溶性的微灰色
塊狀物（比重約為 5）。當它在水中會被分解產生過氧化氫，通常用於過氧化氫的製造。

28.17-氧化鋅；過氧化鋅。
（A）氧化鋅(Zinc Oxide)
氧化鋅（鋅白）(ZnO)是由鋅蒸氣與空氣中的氧燃燒而得。鋅蒸氣係藉由汽化金屬鋅(間接法或法國式製程)或
藉由以碳(直接法或美國式製程)還原鋅氧化物原料如鋅礦（煆燒閃鋅礦、異極礦(calamine)─第 26.08 節）而得。在
這些製程中，氧化物收集於可逐漸增加純氧化物沉積的濾袋集塵(bag houses)或腔室(chambe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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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濕式法中，鋅由含鋅的原料瀝濾，然後沉澱為氫氧化鋅或碳酸鋅。將沉澱物過濾、洗滌、乾燥和煅燒製成
氧化鋅。氧化鋅是細的白色粉末，加熱時會變成黃色。它具兩性(amphoteric)性質，可溶於酸及鹼。
氧化鋅的主要用於工業塗料。它也可以用於橡膠工業、陶瓷、玻璃製造、電子工業及藥品。氧化鋅也是用於
生產塑膠之各種各樣無機或有機鹽類的前驅物。
第 28.41 節的鋅酸鹽相當於這種兩性的氧化物。

（B）過氧化鋅(Zinc peroxide)
過氧化鋅(ZnO2)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不論其是否精純都可用於藥物上，也可以製備化妝品。
本節不包括：
（a）天然的氧化鋅或紅鋅礦（第 26.08 節）。
（b）冶金工業鋅的殘餘物稱為鋅垢，撇去浮質或沈渣，它也含有不純的氧化物（第 26.20 節）。
（c）氫氧化鋅（Zn(OH)2）或膠凝白，或過氧化氫(hydroperoxide)（第 28.25 節）。
（d）不純的氧化鋅，有時候稱為鋅灰（第 32.06 節）。

28.18-人造鋼玉，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氧化鋁；氫氧化鋁
2818.10-人造鋼玉，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
2818.20-氧化鋁，人造鋼玉除外
2818.30-氫氧化鋁
（A）人造鋼玉
人造鋼玉係藉在電爐中熔融氧化鋁而得。這些氧化鋁可含少量之其他氧化物（例如，二氧化鈦、三氧化二鉻），
這些其他氧化物或係源自天然原料（鋁土礦），或者係為提高熔融後粒子之硬度或改變其顏色而添加之物質所致。
但本節不包括人造鋼玉與其他物質（諸如，二氧化鋯）之機械混合物（第 38.24 節）。
人造鋼玉可被製成小片或塊狀、壓碎或成粒狀，它通常比一般的氧化鋁較耐得住空氣與酸的腐蝕作用，且非
常硬。 它的用途，像作為一磨蝕劑，用於耐火混合物之製造（諸如，耐火矽酸金品(mullite)和矽線石(sillimanite)，
鋼玉分別與純的耐火黏土或與無水矽酸鹽的混合物），或用於實驗室器皿的製造和用於電子工業方面。

（B）氧化鋁，人造鋼玉除外
氧化鋁（無水或煆燒過的氧化鋁）(Al2O3)，它可用下述氫氧化鋁或明礬鋁煆燒而得。它一種淡白色的粉末，
不溶於水，比重約為 3.7。
用途包括：鋁冶金業作為油漆、顏料的填充劑，用於磨蝕劑和人造的寶石或次寶石（紅寶石、藍寶石、祖母
綠、紫石晶、海藍寶石等）的製造，作為一種脫水劑（用於乾燥氣體）或作為一種催化劑（用於製造丙酮、醋酸
與裂解作用等）。

（C）氫氧化鋁
氫氧化鋁（水合的氧化鋁）(Al2O3.3H2O)是由鋁土礦（含氫氧化鋁的混合物）經過鋁冶金（見第七十六章的總
註解）而得。
乾燥的氫氧化鋁是不定形的，為易碎的白色粉末，不溶於水，當具潮解時會形成膠凝的塊狀物（氧化鋁凝膠、
膠凝的氧化鋁）。
氫氧化鋁被用於陶器釉、EP 刷雨墨、治療物質、明礬及上述人造鋼玉的製造、澄清液體。它可和碳混合而用
於防銹油漆之製造，由於它對有機顏料物質的親合力可用於第 32.05 節的深紅色顏料之製造和紡織的媒染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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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41 節的鋁酸鹽類似這種兩性氧化物。
本節也包括活性氧化鋁，它可由水合氧化鋁加熱控制而得，此加熱過程會損失大多數的結合水，活性的氧化
鋁最初被用作吸附劑或作為催化劑。
本節不包括：
（a）天然的鋼玉(natural corundum)（自然的氧化鋁）和金鋼砂（含有氧化鐵的氧化鋁）第 25.13 節）。
（b）鋁土礦，不論其是否被洗濯或煆燒，但未經化學純化（例如：以蘇打處理）作為一種電解質（第 26.06
節）。
（c）活性的鋁土礦（第 38.02 節）。
（d）氫氧化鋁的膠體溶液（可溶性的礬土）（第 38.24 節）。
（e）用於紙、厚紙板或其他物質的襯底材料之人造鋼玉（第 68.05 節）或緊結用作為磨輪、磨石、細磨刀
石或第 68.04 節中的其他物質。
（f）天然寶石或次寶石，其中並以氧化鋁為主要成分（第 71.03 或 71.05 節）。
（g）合成寶石或次寶石，其中並以氧化鋁為主要成分（例如：人造寶石）（第 71.04 或 71.05 節）。

28.19-氧化鉻及氫氧化鉻。
2819.10-三氧化鉻
2819.90-其他
（A）氧化鉻(Chromium oxides)
（1）氧化鉻(VI)或鉻酐(CrO3)（會被誤稱為「鉻酸」，因其可提供第 28.41 節的鉻酸）為橙色或紅色片狀或針狀，
具吸濕性，很容易溶於水，比重約為 2.8。當它與醇相混合可成為爆炸性的混合物。在有機化學中可作為氧
化劑（像，製造靛紅(Isatin)，靛藍染料等）；也可用於製藥及當其與矽藻土(Kieselguhr 〝Epurite〞）混合可
作為純化乙炔之用。
（2）三氧化二鉻，氧化鉻（Ⅲ）（倍半氧化鉻）(Cr2O3)，它可由帶有銨鹽的鉻酸鹽煆燒而成或由氧化重鉻酸鹽而
得。它非常重，橄欖綠物質，呈粉末或結晶狀，不溶於水，比重約為 5，純的氧化物可作為稱為「氧化鉻綠」
的色素，但不要和鉻酸鉛和鐵藍之混合物所稱之「鉻綠」弄亂。它也可用於油漆顏料和印刷油墨的製備上
和用於瓷器，玻璃（有色光學玻璃）或橡膠工業上。因為它很硬且具抗熱性，所以它可用於製備研磨物質
和金屬熔爐的耐火磚。它也用作防銹物質和鉻冶金工業。
鉻酸鹽，天然含鐵的氧化鉻（鉻鐵礦），並不列於此（第 26.10 節）。

（B）氫氧化鉻(Chromium Hydroxides)
「氫氧化鉻」可適用於各種上述所提到的氧化物之水合物，特別是綠色的氧化鉻水合物（Cr2O3.2H2O)，它可
由重鉻酸鉀與硼酸作用而得，它可用作「鉻綠」(Chrome Green)的著色物質或製造吉勒特氏綠(Guignet's green)，
亦有紫色的氫氧化鉻。

28.20-氧化錳。
2820.10-二氧化錳
2820.90-其他
（1）二氧化錳（錳酐）(MnO2)是最重要的氧化錳，可由少許的過錳酸鉀之硝酸溶液與錳鹽（例如：硫酸鹽）作用
下而得。棕色或微黑色塊狀物或粉末（比重約為 5），不溶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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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很強的氧化劑。用途包括焰火製造術，有機合成（製備羥基蒽醌 hydroxyanthraquinones）、胺基蒽
醌(aminoanthraquinones)等），用於氣體防毒面具，作為電池中去極化劑(depolarising agent)、用於陶器工業，
可製造乾燥劑、印刷油墨（錳黑）、色素（稱為無機鹽木煤之棕色顏料、錳瀝青），某些膠粘劑和合成次
寶石（人造的石榴石）。它亦可用於玻璃工業（玻璃刻度器之肥皂）一般用於修正玻璃之黃色色調。
這氧化物有著第 28.41 節中的亞錳酸鹽之配化物的特性。
本節不包括無水天然的二氧化錳（軟錳礦）和水合天然的二氧化錳（第 26 .02 節）。
（2）氧化錳(MnO)微灰色或微綠色粉末，不溶於水，比重約為 5.1，用於紡織印刷方面。
氫氧化錳不列入本節（第 28.25 節）。
（3）三氧化二錳（倍半氧化錳、氧化錳）(Mn2O3)為鹼性、棕色或黑色粉末（比重約為 4.8）。不溶於水。用途包
括：用於紡織印刷方面，作為陶器的顏料，用玻璃工業、乾燥劑（亞油酸錳）的製造，用於化學，無機（製
造硝酸）或有機上作為催化劑。
本節不包括氧化錳（褐錳礦第 26.02 節）和氫氧化錳（第 28.25 節）。
（4）四氧化三錳(Mn3O4)在某些方面像鹼性的氧化鐵。
天然錳的鹼性氧化錳（黑錳礦）除外（第 26.02 節）。
（5）高錳酸酐(Mn2O7)為黑棕色液體，會吸收水份，接近 40℃會爆炸。
此酐化物用於生產帶來列於第 28.41 節的高錳酸鹽。
高錳酸除外（第 28.25 節）。

28.21-氧化鐵及氫氧化鐵；土色料，其鐵化合物含量以三氧化二鐵估算之重量比在百分之七十
及以上者。
2821.10-氧化鐵及氫氧化鐵
2821.20-土色料
土色料主要含有天然的氧化鐵，其鐵之化合量以三氧化二鐵估算之重量比在百分之七十及其以上，均屬於本
節。為了評估是否到達 70％的限制，則所計算的全鐵量需以氧化鐵為主，如此一天然亞鐵土色料含有 84％的氧化
鐵（代表 58.8％的純鐵）仍屬於本節內。
本節亦包括下列人造的氧化物和氫氧化物：

（A）氧化鐵(Iron oxides)
氧化鐵(Fe2O3)是由硫酸亞鐵或天然氧化鐵脫水而成，極細小的粉末，通常是紅色，有時候為紫色，微黃色或
黑色（紫、黃或黑氧化物）。用作色素（鐵丹( Iron minium)，寶石鐵丹(Jewellers' rouge），科克沙(Colcothar)無論是
以純的狀態（任何情況分類本節）或是粘土、硫酸鈣（威尼斯紅）混合等，（它會被列於第三十二章）。它可用
於製造一般的油漆或防銹油漆，化合物亦可用於使金屬光澤或擦亮玻璃，而可玻璃化的化合物用在製造玻璃杯時
使其變得容易熔化。它也可用作製造鋁熱劑（與鋁粉混合）和用於純化煤氣等。

（B）氫氧化鐵
（1）氫氧化亞鐵（Fe(OH)2）可由鹼金屬在二價亞鐵鹽上作用而得，為白色固體，當有氧存在時會褪色而轉變成
氫氧化鐵。
（2）氫氧化鐵（棕色氧化物）（Fe(OH)3）可由鹼金屬在三價鐵鹽上作用而得。為銹色、紅棕色、紫色閃光物質，
可用作色素，可單獨屬於此，或與碳、普魯士綠(Prussian brown)等混合（橘黃色或戰神黃(Mars yellow)）則分
別列於第 32.06 節。氫氧化鐵被用於製造複雜的色素（深褐色(Van Dyck brown)，深紅色(Van Dyck red)，「英
國棕」(English brown)，「瑞士棕」(Swedish brown)）。純的狀態可作為砷中毒時的解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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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個兩性的氫氧化物，在氧化反應後可產生第 28.41 節的高鐵酸鹽。
本節不包括：
（a）亞鐵土色、其鐵化合物含量以三氧化二鐵估算重量比率少於 70％者，或與其他土色料一起混合者，雲
母的氧化鐵（第 25.30 節）。
（b）第 26.01 節的鐵礦，例如紅色赤鐵礦（包括鐵礦和赤鐵礦的氧化物），棕色的赤鐵礦（含有碳酸鈣和
碳酸鐵的水合氧化物），褐鐵礦（水合氧化物）和磁鐵礦（氧化磁鐵）。
（c）由於鐵的表面加熱至紅熱或煆鐵後所移除的鐵屑、粗糙的氧化物（第 26.19 節）。
（d）純化氣體用的鹼性鐵氧化物（第 38.25 節）。
（e）在次寶石中的氧化鐵（赤鐵礦）（第 71.03 至 71.05 節）。

28.22-氧化鈷和氫氧化鈷；工業用氧化鈷。
（A）氧化鈷(Cobalt oxides)
（1）氧化鈷（一氧化鈷、氧化鈷、灰色氧化物）(CoO)。一種灰色、棕色或綠色之粉末。
（2）三氧化二鈷（氧化高鈷）(Co2O3)。黑色粉末。
（3）四氧化三鈷（含鹽份之氧化鈷）。黑色粉末。
（4）工業用氧化鈷。一般由一氧化鈷和鹼性氧化鈷以不同比例組成的灰色或黑色粉末。
這些產品用於琺瑯工業作為製備亮麗之藍色，及用於玻璃工業作為光學鏡片之著色。它們可被轉化成矽
酸鹽（例如矽酸鉀鈷）作為製造第 32.07 節之可玻璃化之色料；這些化合物眾所週知為深藍色、不透明玻璃、
天藍色、琺瑯藍及謝勒藍色(Sevres blue)。「深藍色」(smalt)此一術語均可用之於其氧化物及矽酸鹽，此兩種
皆得自一種天然之砷化鈷、砷鈷礦、歸類於第 26.05 節之一種礦石。某些藍色、綠色及紫色之藝術塗料是由
鈷之氧化物、鋁酸鹽、鋅酸及磷酸鹽（天空藍、天藍色、鈷綠、鈷紫）所組成。
本節不包括得自處理含銀之礦石之粗製氧化鈷（第 26.20 節）。

（B）氫氧化鈷(Cobalt hydroxides)
「氫氧化鈷」此一術語並不只包括得自鈷冶金工業之用於製備乾燥劑之氫氧化亞鈷（Co(OH)2）及氫氧化高鈷
（例如（Co(OH)3），亦包括水合含鹽份之氧化物。它被用於類似氧化鈷之用途。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水合氧化鈷（異質礦）（第 26.05 節）。

28.23-氧化鈦。
工業上惟一有興趣之氧化鈦是二氧化鈦或鈦酐(TiO2)，其用於製造第 28.41 節之鈦酸鹽。
它是一種無定形之粉末，比重大約 4，白色，加熱時會變為黃色。
本節包括未混合或未經表面處理過的二氧化鈦，但是排除在生產過程中為了提供適合作顏料的某些物理性能
的二氧化鈦(第 32.06 節)，或為了其他目的而特地添加化合物的二氧化鈦(例如第 38.15、38.24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天然之二氧化鈦（金紅石、銳鈦礦、板鋼礦），礦石（第 26.14 節）。
（b）正鈦酸（Ti(OH)4）及偏鈦酸（TiO(OH)2）（第 28.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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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4-氧化鉛；紅丹及黃丹。
2824.10-氧化鉛（密陀僧，鉛黃）
2824.90-其他
（1）氧化鉛（一氧化鉛，密陀僧，鉛黃） (PbO)。鉛或白鉛礦（碳酸氫鉛）在空氣中加熱、氧化，最初生成蒼黃
粉末形態之未熔氧化鉛或鉛黃，當溫度超過血紅熱點，熔融之氧化物形成橘黃色或紅色之粉末或鱗片狀。
「密
陀僧」此一術語包括此兩種產品，但特別適於後者。它們亦是得自含銀之鉛提煉銀時之副產品。氧化鉛被用
於玻璃工業（製造鉛及結晶玻璃）、琺瑯工業、及製造火柴、顏料、乾燥劑等。
（2）四氧化三鉛（鹼性氧化鉛，紅丹、鉛丹）（近似分子式 Pb3O4），得自未熔之一氧化鉛（鉛黃）。一種有毒、
橘紅粉末（比重 8 至 9）。「黃丹」此一術語是適用於指具有較深顏色，且比重較一般種類為輕之一種非常
純之含鹽之鉛氧化物，或指白鉛礦在製備氧化鉛時所得到的含有碳酸鉛之氧化鉛。「紅丹」用於加深其他顏
料（鉛丹）用於製造防銹漆或膠粘劑及密封蠟之染色。它亦用於充當作陶釉。它比一氧化鉛更廣泛用於製造
結晶玻璃及光學鏡片，因為它使易融玻璃具高折射率而呈現異常之亮麗。
（3）二氧化鉛（深褐色氧化物，高鉛酸酐）(PbO2)。用硝酸處理鉛鹽之氧化物或電解硝酸鹽製備而得是一種褐色
粉末，不溶於水，與有機物質接觸能將其點燃。它是一種氧化劑，用於製造火焰；亦用於製造火柴及蓄電池
極板、及作為紡織工業之一種煤染劑。
此兩種氧化物用於產生第 28.41 節之高鉛酸鹽。

28.25-肼（聯氨）及胲（羥胺）及其無機鹽基；其他金屬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
2825.10-肼（聯氨）及胲（羥胺）及其無機鹽
2825.20-氧化鋰及氫氯化鋰
2825.30-氧化釩及氫氧化釩
2825.40-氧化鎳及氫氧化鎳
2825.50-氧化銅及氫氧化銅
2825.60-氧化鍺及二氧化鋯
2825.70-氧化鉬及氫氧化鉬
2825.80-氧化銻
2825.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肼（聯氨）及胲（羥胺）及其無機鹽。
（B）本章之金屬氧化物、氫氧化物及過氧化物不列入前面諸節。
最重要之產品下列各項：
（1）肼（聯氨）及其無機鹽
肼（hydrazine ）（NH2NH2 ）是一種鹼性產品，有次氯酸鈉氧化氨製備而得。其亦以水合 物
(NH2.NH2.H2O)之形態存在。蒸發於空氣之中為無色之催淚毒氣液體。是一種有效之還原劑，用於製造
爆炸之引火藥或用於化學合成。
肼之無機鹽，其得自與無機酸之反應，亦歸類於本節。最重要的是硫酸肼，是無色之結晶溶於冷
水中，加熱會產生劇烈之分解；此一硫酸用作為一種分析、及冶金（從碲分離出釙）之試劑。
本節不包括肼之有機衍生物（第 29.28 節）。
（2）胲及其無機鹽
胲（NH2OH）是得自分解硝基甲烷之一種鹼性產品；無色、易潮解之晶體、非常容易溶於水，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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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33 度開始熔解，在攝氏 130 度時劇烈分解。
胲之無機鹽，得自與無機酸之反應者，亦歸類於本節。最重要的是氯化羥基銨、硫酸羥基銨及硝酸
羥基銨，白色或無色之晶體易溶於水。它被用作為有機合成之還原劑、作為脂肪酸及織品之漂白、染或
印色之抗氧化劑及作為試劑等。
本節不包括胲之有機衍生物（第 29.28 節）。
（3）氧化鋰及氫氧化鋰。鋰之氧化物(Li2O)及其氫氧化物(LiOH)是得自硝酸鋰。它們是一種白色粉，末易溶
於水，用於照像及製備鋰鹽。
（4）氧化釩及氫氧化釩。最重要之釩氧化物是五氧化二釩（釩酐）(V2O5)，得自於天然之釩酸鹽，褐鉛礦（第
26.15 節）及釩酸鉀鈾礦（第 26.12 節）。它可能是非晶形或晶形，成凝塊或粉狀。顏色之範圍從黃色
至紅棕色；它受熱會變成紅色且幾乎不溶於水。用於製備釩鹽、特定之墨水、及作為一種催化劑（製
造硫酸、鄰苯二甲酐）或合成酒精）。
有數種釩之氫氧化合物之組成酸，出自第 28.41 節之各種釩酸鹽。
（5）氧化鎳及氫氧化鎳(Nickel oxides and hydroxides)
（i）氧化鎳(NiO)是得自徹底煆燒硝酸鎳或碳酸鎳。是一種綠灰色之粉末，其密度及色調依製備之方法
而變化。它用於琺瑯工業、玻璃工業當作著色物質及用於有機合成當作催化劑。它是一種鹼性之
氧化物。
（ii）氧化高鎳（三氧化二鎳）(Ni2O3)。一種黑色粉末用於琺瑯工業作為著色物質及用於製造鹼性蓄電
池之柵極板。
（iii）氫氧化鎳（Ni(OH)2）。是一種綠色之細粉末用於電鍍、鹼性蓄電池極板之一種組成分及製造鎳觸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之氧化鎳（綠鎳礦）（第 25.30 節）。
（b）不純之氧化鎳，例如熔結之氧化鎳、粒狀之氧化鎳（「綠色氧化鎳」）（第 75.01 節）。
（6）氧化銅及氫氧化銅
（a）氧化亞銅（紅色氧化銅）(CU2O)。得自醋酸銅或硫酸銅；一種結晶之紅色粉末，不溶於水。用於
玻璃紅色之著色（信號用之玻璃）、製造防污漆或合成寶石（人工綠寶石）、及一種農業殺黴劑。
（b）氧化銅（黑色氧化銅）(CuO)。製備自硝酸銅及碳酸銅或氧化金屬。具有栗木光澤之黑色粉末或顆
粒，不溶於水。作為顏料用於琺瑯、玻璃（綠色玻璃）或陶瓷工業及用於製備油漆。亦用於電池
組之去極作用及作為有機化學之氧化劑或催化劑。
（c）氫氧化銅。同類中最普遍的是氫氧化銅（Cu(OH)2）。藍色之固體單獨或混合組成一種顏料（布勒門
藍(Bremen blue)）。它亦用於製造顏料（例如於人造燈中可耐久之斐理格藍(Peligot blue)）及氨之溶液
為眾所週之「史懷哲氏試劑」(Schweitzer's Reagent)是人造絲(rayon)製造之銅銨製程一種溶劑。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氧化亞銅（赤銅礦）及天然之氧化銅（黑銅礦）（26.03 節）。
（7）氧化鍺。最重要之氧化鍺是二氧化鍺(GeO2)得自天然之硫化鍺銅（亞鍺酸鹽）（第 26.17 節）在鍺金屬
之冶金，或氯化鍺之水解。它是一種白色之粉末，微溶於水。它被用於製備鍺金屬（作為電晶體等之
用途）、醫藥及製造特殊之玻璃。
（8）氧化鉬及氫氧化鉬。最重要之氧化鉬是三氧化鉬(MoO3)，得自天然之鉬硫化物輝鉬礦（第 26.13 節）。
它是一種白體，如熱會變成黃色；尤其不溶於水。用為有機合成之一種催化劑（鄰苯二甲酐之製造）。
亦有藍色氧化物被藝術家照原物或混合形態使用者（後者歸類於第三十二章），其被稱為鉬藍或礦靛。
氫氧化鉬包括鉬酸(H2MoO4)，是一種白色或黃色粉末，微溶於水，用於陶瓷工業（釉）或作為催作
劑。第 28.41 節之鉬酸鹽是衍自這些氫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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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氧化鉬（鉬黃土、鉬華）（第 25.30 節）。
（9）氧化銻。
（a）三氧化二銻或亞銻酐(Sb2O3)。得自氧化銻金屬或得自天然之銻硫化物（輝銻礦）。它是一種白色之
粉末或針狀或針狀之結晶；實際不溶於水。「銻白」此一術語本節之純銻氧化物及歸類於第三十
二章之一種銻氧化物與鋅氧化物之混合物而言。三氧化二銻被用於油漆、作為琺瑯工業（錢塘瓷）
及陶工業（釉）不透明劑、製造低伸張係數之玻璃（燈泡玻璃）、及製造合成寶石及次寶石(semi-pr
ecious stones)（人工紅寶石、黃玉、石榴石）。它用於獲取第 28.41 節之輝銻礦。
（b）五氧化二銻或銻酐(Sb2O5)。得自氧化銻金屬或煆燒硝酸銻。為一種黃色粉末，亦用為一種不透明
劑在琺瑯工業。用於獲取第 28.41 節之銻酸鹽。
（c）四氧化二銻。白色粉末得自加熱五氧化二銻。
本節不包括礦石。例如天然三氧化二銻（方銻礦及銻華礦）及天然之四氧化二銻（銻赭石）（第
26.17 節）。
（10）氧化鈹及氫氧化鈹
（a）氧化鈹。製備自硝酸鈹及硫酸鈹。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可被結晶析出。用於製造鈹鹽、合成
寶石或次寶石及作為一種觸媒。
（b）氫氧化鈹。外觀類似鋁之白色粉末。
（11）氧化鈣、氫氧化鈣及過氧化鈣。本節僅包括純態（實際不含泥土、氧化鐵、氧化錳等）之氧化鈣(CaO)
及氫氧化鈣（Ca(OH)2），諸如得自煆燒沉積碳酸鈣之產品。
本節亦包括在電爐中熔融一般生石灰所得之熔融石灰。本產品具有高純度（近似 98％氧化鈣）；
它呈現晶體狀，通常無色。它特別用於熔爐之耐火襯物，製造坩堝，及添加小片塊於混凝土中以增加
其耐磨性。
過氧化鈣（CaO2）是白色或黃色粉末，水合物（通常具有 8 個 H2O），微溶於水。用為殺菌劑及清
潔劑，用於醫藥及製造化粧品。
本節不包括生石灰（氧化鈣）及熟石灰（氫氧化鈣）（第 25.22 節）。
（12）氫氧化錳
（a）氫氧化亞錳（Mn(OH)2）。白色之粉末，不溶於水。
（b）氫氧化錳（Mn(OH)3）。衍自三氧化二錳(Mn2O3)。褐色粉末用於製備顏料（錳褐）及亞油酸錳。
（c）氫氧錳鹽。衍自錳鹽之氧化物 Mn3O4。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水合氧化錳（天然之三氫氧化錳）（水錳礦）該礦屬第 26.02 節之一種礦石及
非水合之氧化錳（第 28.20 節）。
（13）二氧化鋯（氧化鋯）(ZrO2)，不可與鋯石（第 26.15 或第 71.03 節）相混淆，鋯石是結晶之天然矽酸鋯。
此種人造氧化物得自上述之礦石或得自鋯鹽。它是耐熔之白色粉末，具有約攝氏 2,600 度之熔點。
鋯石被用作為抗化學藥劑作用之耐火產品，顏料，及陶瓷之遮光料（鋯白），研磨劑，玻璃之組成分
及催化劑。
天然之氧化鋯或二氧化鋯礦是屬第 26.15 節之礦石。
（14）氧化鎘及氫氧化鎘
（a）氧化鎘(CdO)
是一種或多或少為褐黃色之粉末，依其從碳酸鎘或氫氧化鎘製備之煆燒溫度而定用於陶瓷工業或
作為一種催化劑。
（b）氫氧化鎘（Cd(OH)2），為白色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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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氧化錫及氫氧化錫
（i）氧化亞錫（棕色氧化物）(SnO)，不溶於水，它可能是灰色或黑色結晶，或橄欖棕色之粉末具有藍
色、紅色或綠色之閃耀光澤，依製備之製程而異。
此氧化物是兩性之物質，用於獲得第 28.41 節之亞錫酸鹽，它被用於有機合成，作為一種還原劑
或催化劑。
（ii）氧化錫（錫酐、二氧化物）(SnO2)，亦不溶於水，是一種白色（錫白）或灰色（錫灰）之粉末。
此白色氧化物常被用於陶瓷或玻璃工業為一種不透明劑，然而此灰色粉末被用以磨光金屬、鏡子
等及用以獲得可玻璃化之化合物。這種氧化物有時被稱為「擦光粉」(putty powder)，但此一術語
亦包括歸類於第 38.24 節之氧化錫與氧化鉛之混合物。
氧化錫是一種兩性物質及用於獲得第 28.41 節之錫酸鹽。
（iii） 錫酸或氫氧化錫（Sn(OH)4）。得自鹼金屬氫氧化物作用於一錫鹽。一種白色粉末可轉變為偏錫
酸。
（iv） 錫酸。得自錫酸；為一種不溶於水的白色粉末。用於陶瓷工業作為一種不透明劑顏料及玻璃工
業作為一種研磨劑。
這些錫酸用於獲取第 28.41 節之錫酸鹽。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氧化錫（錫石），一種礦石（第 26.09 節）。
（b）錫渣滓，一種氧化錫與錫之混合物，得自於熔化錫金屬（第 26.20 節）。
（16）氧化鎢及氫氧化鎢。最重要之氧化鎢是三氧化鎢（鎢酐） (WO3)，得自於鎢金屬之冶金。處理天然之
鎢酸鹽（黑鎢礦）或白鎢礦（第 26.11 節）。它是一種檸檬黃色、結晶體之產品，加熱時變成橘黃色
且不溶於水。被用以製備鎢金屬，作為電燈泡之燈絲及用於陶瓷塗料。
有數種鎢之氫氧化合物，包括鎢酸(H2WO4)（黃色之水合物），其被用於獲得第 28.41 節之一
般鎢酸鹽。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氧化鎢（鎢褚石、鎢華）（第 25.30 節）。
（17）氧化鉍及氫氧化鉍。
（a）三氧化二鉍(Bi2O3)，自硝酸鈉及碳酸鉍製備而來。淡黃色粉末，不溶於水，且加熱時變為紅色。
用於玻璃或陶瓷工業。
（b）五氧化二鉍（紅色氧化物）(Bi2O5)，為棕紅色粉末。
（c）氫氧化鉍（Bi(OH)3）。
主要由三氧化二鉍組成的天然鉍赭石除外（第 26.17 節）。
本節不包括汞的氧化物(第 28.5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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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章
無機酸之金屬鹽及過氧化鹽類
總

則

金屬鹽是得自以金屬或銨離子取代酸之氫元素。在液態或溶液狀態下，在陰極的電解質會放出金屬（或金屬
離子）。
在中性鹽類中，所有之氫原子會被金屬取代，但在酸性鹽類中，仍然含有部份可被金屬取代之氫元素；鹼性
鹽類含有比用以中和酸所需還多的鹼性氧化物（例如鹼性硫酸鎘 CdSO4‧CdO））。
第五分章包括歸類於第二分章（非金屬酸類）及第五分章（金屬氫氧化物之酸作用）的酸之金屬鹽類。

複鹽及錯鹽
特定之複鹽及錯鹽類在第 28.26 至 28.41 節有特別之說明；例如矽酸鹽、氟硼酸鹽及其他之氟錯合鹽類（第
28.26 節）、明礬類（第 28.33 節）、氰根之錯合物（第 28.37 節）。至於未列名之複鹽或錯鹽，請參見第 28.42 節
註解。
本分章尤其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二十五章之鹽類（例如氯化鈉）。
（b）第二十六章之組成礦石或其他產品之鹽類。
（c）貴金屬之化合物（第 28.43 節），放射性元素之化合物（第 28.44 節），稀土金屬、釔、鈧或前述金屬
混合物之化合物（第 28.46 節），汞之化合物（第 28.52 節）。
（d）磷化物、碳化物、氫化物、氮化物、疊氮化物、矽化物、及硼化物（第 28.49、28.50 及 28.53 節）及磷
鐵（第十五類）。。
（e）第三十一章之鹽類。
（f）第三十二章所包括之顏料、色料、不透明劑及其他製品。本分章包括未混合之金屬鹽類（發光體除外），
適合直接用為顏料；經混合或其他產品混合形成之顏料，這些鹽列入第三十二章。發光體，無論混合
與否，歸類於第 32.06 節。
（g）第 38.08 節之消毒劑、殺蟲劑、殺黴劑、除草劑等。
（h）銲接用銲劑及其他焊接之輔助製品等（第 38.10 節）。
（ij）經培養之晶體（光學元件除外）每顆重量不低於 2.5 克，鹼金屬及鹼土金屬之鹵化物（第 38.24 節）。
當它們呈現光學元件之形式時，歸類於第 90.01 節。
（k）天然或合成之寶石或半寶石（第 71.02 至 71.05 節）。

28.26-氟化物；氟矽酸鹽，氟鋁酸鹽及其他氟錯鹽類。
-氟化物：
2826.12--鋁之氟化物
2826.19--其他
2826.30-六氟鋁酸鈉（合成冰晶石）
2826.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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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氟化物(Fluorides)
除本分章緒論中載明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氟化物（例如第 28.11 節之氫氟酸之金屬鹽）。
最重要的氟化物是：
（1）氟化銨：中性之氟化物(NH4F)及酸性之氟化物（NH4F.HF）。這些無色、易潮解、具有毒性之晶體，易溶於
水。用途包括：作為防腐劑（用以保存生皮及木材）；控制發酵作用（代替氫氟酸）；用於染色（媒染劑）；
用以蝕刻玻璃（主要為酸性氟化物）；用以磨光銅；用於冶金（分解礦石，製造鉑）等。
（2）氟化鈉：中性氟化物（NaF）及酸性氟化物（NaF.HF）。得自鍛燒第 25.29 節之天然氟化鈣（螢石或氟石）
與鈉鹽。無色晶體，不太溶於水，具有毒性。類似氟化銨之用途，它們被用作為一種防腐劑（保存生皮、
木材、蛋類），用於控制發酵作用，及蝕刻或毛化玻璃。它們亦被用於製造可玻璃化琺瑯及驅蟲劑。
（3）氟化鋁（AlF3）。製備自鋁土礦與氫氟酸。無色晶體，不溶於水。它用作為琺瑯或陶瓷工業之一種助熔劑及
用於純化雙氧水。
（4）氟化鉀。天然之氟化鉀（KF‧2H2O）為無色、易潮解、具毒性之晶體，非常容易溶於水。亦是一種酸性氟
化物（KF.HF）。與氟化鈉相同之用途。另外，此酸性氟化物被用於鋯或鉭之冶金工業。
（5）氟化鈣（CaF2）。製備自第 25.29 節之天然氟化鈣（螢石、氟石）。無色晶體，易溶於水；或可能為膠凝狀。
用作為一種冶金工業的助熔劑（特別是從光鹵石電解法製備鎂）、及製造玻璃或陶瓷。
（6） 三氟化鉻（CrF3 ‧4H20）。黑綠色粉末，溶於水。在水溶液中它會侵蝕玻璃。用作為染色之一種媒染劑
(Mordant)。
（7）氟化鋅（ZnF2）。白色粉末，不溶於水。用以浸透木材，用於備製琺瑯及鍍鋅。
（8）氟化銻。氫氟酸與氧化銻作用產生三氟化銻（SbF3），它是容易潮解之白色針狀結晶，溶於水，及產生五氟
化銻（SbF5），一種溶於水的黏滯液體，溶於水時會發出嘶嘶聲形成水合物（具有 2H2O）。這些鹽類用於
陶瓷，作為染色或紡織品印花之媒染劑。
（9）氟化鋇（BaF2）。製備自氫氟酸與氧化鋇、硫化鋇或碳酸鋇。它是一種白色粉末，難溶於水；具有毒性。被
用作為陶瓷或琺瑯之顏色、保存屍體之一種防腐劑，及一種殺蟲劑等。
本節不包括非金屬之氟化物（第 28.12 節）。

（B）氟矽酸鹽（Fluorosilicates）
氟矽酸鹽係第 28.11 節之六氟矽酸（H2SiF6）之鹽類。
（1）六氟矽酸二鈉（氟矽酸鈉）（Na2SiF6）。製備自製造過磷酸鈣之副產品氟化矽。白色粉末，僅微溶於冷水。
用途包括製造不透明玻璃及琺瑯、合成石、抗酸水泥、毒鼠劑、殺蟲劑、提煉鍍金屬（電解）；以電析法
精製錫；凝結乳膠；作為一種防腐劑。
（2）六氟矽酸二鉀（氟矽酸鉀）（K2SiF6）。白色，無氣味之晶體粉末，微溶於水，溶於鹽酸。用途包括製造玻
璃琺瑯料、陶瓷、殺蟲劑、合成雲母、鋁及鎂之冶金。
（3）六氟矽酸鈣（氟矽酸鈣）（CaSiF6）。白色結晶粉末；極微溶於水；被用為陶瓷之白色顏料。
（4）六氟矽酸銅（氟矽酸銅）（CuSiF6.6H2O）。呈藍色之晶體粉末，溶於水及具有毒性用以產生斑點效應或作為
一種殺黴劑。
（5）六氟矽酸鋅（氟矽酸鋅）（ZnSiF6.6H2O）。為一種結晶粉末，溶於水；與鈣化合物反應生成一層氟化鈣塗層。
被用以硬化混凝土，鋅電鍍，可作為一種防腐劑或殺黴劑（防止林木傳染）。
（6）六氟矽酸鋇（氟矽酸鋇）（BaSiF6）。為一種白色粉末，用以對付馬鈴薯的害蟲(Colorado Beetle)及其他昆蟲，
及撲殺有毒害之動物。
（7）其他氟化矽酸鹽類。氟矽酸鎂及氟矽酸鋁；類似氟矽酸鋅之用途，它可用於硬化混凝土。氟矽酸鉻及氟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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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鐵用於染料工業。
本節不包括黃玉，一種天然之氟矽酸鋁（第七十一章）。

（C）氟鋁酸鹽及其他氟錯鹽
（1）六氟鋁酸三鈉（六氟鋁酸鈉）（Na3AlF6），合成之冰晶石。得自混合氫氟酸之氧化鋁與氟化鈉之一種沉澱
物、或熔融於硫酸鋁與氟化鈉。以白色結晶塊存在。它被用於鋁之冶金，焰火之製造，琺瑯及煤氣之製造，
或作為一種殺蟲劑等作為天然冰晶石（第 25.30 節）之一種代用品。
（2）氟硼酸鹽。氟硼酸鈉（消毒劑）、氟硼酸鉀（用於琺瑯）、氟硼酸鉻及氟硼酸鎳（用於電鍍）等。
（3）氟硫酸鹽。特別是氟硫酸銻銨（(NH4)2SO4SbF3）或「海倫鹽」(Haen Salt) ，一種可溶性之晶體，它會腐蝕玻
璃及金屬。可用作為一種染色媒染劑。
（4）氟磷酸鹽，例如那些得自天然之氟磷酸鎂（磷鎂石）（第 25.30 節）或氟磷酸鋰鋁（磷鋁石）（第 25.30
節）。
（5）氟鉭酸鹽（得自鉭之冶金）；氟鈦酸鹽、氟鍺酸鹽、氟鈮酸鹽、氟鋯酸鹽（得自鋯之冶金）、氟錫酸鹽
等。
本節包括金屬之氟氧化物（鈹等）及氟錯合氧化物，但本節不包括非金屬之氟氧化物（第 28.12 節）。
本節不包括氟甲酸鹽、氟乙酸鹽或其他有機之氟錯鹽類（第二十九章）。

28.27-氯化物、氧氯化物、氫氧氯化物、溴化物及氧溴化物、碘化物及氧碘化物。
2827.10-氯化銨
2827.20-氯化鈣
-其他氯化物：
2827.31--鎂之氯化物
2827.32--鋁之氯化物
2827.35--鎳之氯化物
2827.39--其他
-氧氯化物及氫氧氯化物：
2827.41--銅之氧氯化物及氫氧氯化物
2827.49--其他
-溴化物及氧溴化物：
2827.51--鈉或鉀之溴化物
2827.59--其他
2827.60-碘化物及氧碘化物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尚包括金屬或銨離子（NH4）之氯化物，氧氯化物（氯氧化物）、氫氧
氯化物（氯氫氧化物）、溴化物、氧溴化物（溴氧化物）、碘化物、氧碘化物（碘氧化物）。本節不包括非金屬
之鹵化物及氧鹵化物（第 28.12 節）。

（A）氯化物
這群包括氯化氫之鹽類（第 28.06 節）。
主要之氯化物包括有：
（1）氯化銨（鹼性銨）（NH4Cl）。得自中和氯化氫與氨。它得自昇華，可能是晶體塊團或粉末、花或餅狀。純
時無色，其他呈黃色；能溶於水。它用於浸漬金屬，紡織品之染色或印花工業、鞣革，或作為一種肥料，

─ 255 ─

Ch.28
製造勒克蘭社(Leclanc he' Cell)電池，硬化凡立水或膠，用於電鍍、照像（定像溶液）等。
關於肥料含氯化銨，請見第 31.02 節註解。
（2）氯化鈣（CaCl2）。此化合物是提煉自司塔斯浮鹽(StassfurtSalts)或得自製造碳酸鈉之一副產物。它呈現白色、
黃色或褐色，依其純度而定。它可能是鑄成型或熔化狀，多孔團塊或薄片，可能與 6H2O 水合（晶體或粒狀）。
它被用於冷卻混合物、冷天之混凝土作業，作為道路或硬土地板之一種防塵措施，可做為一種催化劑，或
有機合成（例如自酚製備胺）之一種脫水劑，或冷凝劑，及用於乾燥空氣。它亦被用於製藥。
（3）氯化鎂（MgCl2）。提煉鉀鹽之一種副產物。以無水之半透明團塊、圓柱、平板或菱晶或含水之無色針狀存
在。能溶於水。被用於製造非常硬之水泥（例如以一整塊鑄造之地板），綿類或其他織品工業，亦可作為
一種醫藥上之消毒劑或防腐劑，甚至用於防火木材。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氯化鎂（水氨鎂石）（第 25.30 節）。
（4）氯化鋁（AlCl3）。得自氯作用於鋁，或氯化氫作用於氧化鋁。呈無水狀或結晶體；或呈糖漿稠度之溶液。
此無水鹽類曝於空氣中會發煙。其固體氯化物被用於有機合成，作為染色之一種媒染劑等。此氯化物之水
溶液用以保存木材、浸漬木材、作為一種消毒劑等。
（5）鐵之氯化物
（a）氯化亞鐵（FeCl2）。無水（鱗片、薄片或綠黃色粉末）或水合，例如，含 4 個 H2O（綠色或藍色晶體）；
或可能為綠色水溶液。空氣中氧化成為黃色。通常存於小心密封之瓶中，並加入數滴乙醇以防止其氧
化。是一種還原劑及一種媒染劑。
（b）氯化鐵（FeCl3）。它得自溶解氧化鐵或碳酸鐵或鐵金屬於氫氯酸或王水中，或氯氣於紅熱之鐵中。無
水物是黃色、褐色或紫醬色之團塊，易潮解及溶於水，或含水物（具有 5 至 12 個 H2O）是橘黃色、紅
色或紫色之晶體；市場上之液體氯化鐵是一種暗紅水溶液。比氯化亞鐵有更廣泛之用途，例如純化工
業用水，作為一種媒染劑，用於照像及照像板，或使鐵獲得古老顏色，用於醫藥上（止血劑或血管神
經收縮劑），及特別作為一種氧化劑。
（6）二氯化鈷（氯化鈷）（CoCl2.6H2O）。呈粉紅色、紅色、或紫色晶體，加熱會變成藍色，能溶於水。它被用
於製造濕度計，作為隱形墨水或防毒面具中一種吸附劑。
（7）二氯化鎳（NiCl2）。它是一種無水物呈黃色鱗片或薄片狀，或水合物（具有 6 個 H2O）是易潮解綠色之晶體；
非常易溶於水中。被用作為染色之一種媒染劑，用於電解（鎳電鍍浴）或作為防毒面具之一種吸附劑。
（8）氯化鋅（ZnCl2）。氯化鋅是得自氯化氫經過焙燒之鋅礦石（閃鋅礦或異極礦）（第 26.08 節）；或提煉自歸
類於第 26.20 節之灰分或剩餘物。白色結晶團塊（氯化鋅），熔融或顆粒化。它具有高度易潮解性、溶於水，
具有苛鹼性且非常毒。被用作為一種防腐劑、殺黴劑、脫水劑、用於防火木材、保存生皮、硬化纖維素（製
造硬紙板），及有機合成。亦被用作為焊接之一種助熔劑、染色及印花時之一種媒染劑、用於純化油類及
製造牙科填補料或製造醫藥（燒灼之防腐劑）。
（9）錫之氯化物
（a）氯化亞錫（二氯化錫）（SnCl2）。具有樹脂斷面之團塊，或呈白色或黃色之晶體（具有 2 個 H2O）。
亦存於白色或黃色之溶液中。具有腐蝕性，在空氣中會變質。被用作為一種還原劑或紡織品染色之一
種媒染劑，用於甕染料（染料之錫鹽），作為絲之膠料或用於電解時電鍍錫。
（b）氯化錫（四氯化錫）（SnCl4）。呈無水狀態，它是一種無色或黃色之液體，在潮濕空氣中會釋放出白
煙。水合物是無色結晶，它亦以膠凝之團塊存在（四氯化錫）。被用作為紡織品之一種媒染劑或膠料
（絲之膠料），或與氯化亞錫及黃金鹽類混合用以製備卡休氏紫色(Purple of Cassius）塗於彩瓷上。
（10）氯化鋇（BaCl2）。製備自天然之碳酸鋇（重石毒或硫酸鋇）（重晶石）。能溶於水；可能是無水或熔融（黃
色粉末），或與 2 個 H2O 水合（薄片狀結晶或平板）。被用於染色、陶瓷，或作為一種驅蟲劑或毒鼠藥，
也用於純化工業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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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氯化鈦。最重要的是四氯化鈦（TiCl4），得自鈦之冶金，由氯作用於碳及天然二氧化鈦（金紅石、板鈦磺、
銳鈦礦）之混合物。無色或黃色之液體具有刺激之味道；於潮濕空氣中會發煙；具吸水性易被水解。被用
於製造染料之媒染劑（鈦媒染劑）、使陶瓷具有一種紅色之外觀、製造煙幕及用於有機合成。
（12）鉻之氯化物
（a）氯化亞鉻（CrCl2）。針狀之結晶或西青藍之溶液為還原劑。
（b）氯化鉻（CrCl3）。為粉紅色或橘黃色結晶鱗片，或水合物（具有 6 或 12H2O ）綠色或紫色晶體。被用
作為紡織品染色之一種媒染劑，用於鞣革、電解鉻、電鍍、有機合成及冶金時製備燒結之鉻(Sintered
Chromium)。
（13）二氯化錳（MnCl2）。得自以氯化氫處理天然之碳酸鎂或菱錳礦（第 26.02 節）。
其無水物是玫瑰色之結晶團塊；或水合物（例如具有 4 個 H2O）是玫瑰色晶體，易潮解及溶於水。被
用於製備褐色著色劑或特別之醫藥，作為一種催化劑及用於紡織印花。
（14）銅之氯化物
（a）氯化亞銅（一氯化銅）（CuCl）。結晶之粉末或無色之晶體，實際不溶於水，空氣中會氧化。被用於
鎳及銀之冶金，或作為一種催化劑。
（b）氯化銅（CuCl2.2H2O）。易潮解之綠色晶體，溶於水中。被用於紡織印花，照像或電解；作為一種催
化劑、一種防腐劑、消毒劑或殺蟲劑；用於染料工業及燄火（信號煙火）。
銅鹽、天然之氯化銅列入第 25.30 節。
（15）銻之氯化物
（a）三氯化銻（SbCl3）。製備自以氯化氫處理天然之銻硫化物（輝銻礦）（第 26.17 節）。以無色、半透
明之塊狀存在；吸收空氣中濕氣使其自成滑溜之外觀；它具有苛性。被用以「鍍青銅」或浸漬金屬，
作為一種媒染劑，用像製造沉澱色料，皮革修飾，及製備氧化銻或獸醫之醫藥。
（b）五氯化銻（SbCl5）。為無色液體，於濕空氣中會發煙；會被水分解。被用作為有機合成之一種氯載體
及作為一種煙燻劑。
這群化合物不包括氯化鈉及氯化鉀，即使是純態，它們分別列入第 25.01 及 31.04 或 31.05 節。本節也不包括
錯認為「漂白粉」者，它是工業上之次氯酸鈣化合物（第 28.28 節）。汞的氯化物（氯化亞汞及氯化汞）列入第
28.52 節。

（B）氧氯化物及氫氧氯化物
(Chloride Oxides and Chloride Hydroxides)
本群包括金屬之氧氯化物（氯氧化物）及氫氧氯化物（氯氫氧化物）。
它包括：
（1）氧氯化銅及氫氧氯化銅。呈現晶體，藍色粉末，被用作為一種殺蟲劑、殺黴劑或顏料。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氫氧氯化銅（氯化銅礦）（第 26.03 節）。
（2）氫氧氯化鋁（Al2Cl(OH)5.xH2O）。為黃白色粉末。用於化粧品作為一種防止出汗劑。
（3）氫氯化鉻（二氯二氧化鉻）（CrCl2O2）。具有一種刺激性味道之紅色液體；於潮濕空氣中會發煙，它會被
水分解。被用於鞣革及作為一媒染劑或一種氧化劑。
（4）氧氯化錫。為灰白色或白色非結晶之團塊，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媒染劑。
（5）氧氯化銻（SbClO）。為一種白色之粉末，被用於製造煙霧、顏料、藥劑。
（6）氧氯化鉛及氫氧氯化鉛。為白色粉末，得自以鹼性氯化物處理等氧化鉛（密陀僧，一氧化鉛）。被用於製
備鉻酸鉛，作為水性漆、油漆或水漿塗料之顏料（卡索黃色〝Cassel Yellow〞），及用於製備更複雜之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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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氧氯化鉍（氯化氧鉍）（BiClO）
。為一白色粉末，被用為製造人工珍珠之一種顏料（「珍珠白」〝Pearl White〞）。

（C）溴化物及氧溴化物(Bromides and Bromide Oxides)
本群包括溴化氫（第 28.11 節）及氧溴化物之鹽。
（1）溴化鈉（NaBr）。製備之方法類似溴化銨，其或得自以溴直接作用於鐵鏇屑所得之溴化鐵再與鈉鹽作用。
在攝氏 51 度以上結晶時，吾人尚可獲得不安定之無水狀態的溴化鈉。當晶體在攝氏 51 度以下形成時呈一水
合物（具有２個 H2O），為一巨大立方晶體。它具有無色，易吸濕之性質，溶於水。被用於醫藥及照像。
（2）溴化鉀（KBr）。與溴化鈉類似之製造方法及相同之使用法。為一無水物，呈巨大晶體狀。
（3）溴化銨（NH4Br）。來自溴化氫直接作用於氨。為無色晶體，溶於水。當其曝露於空氣之中，會變黃色，及
慢慢分裂，加熱時會揮發。被用於醫藥上作為一種鎮靜劑，用於照像（作為顯像液之一種抑制劑），及作
為一種防火物質。
（4）溴化鈣（CaBr.6H2O）。製備自碳酸鈣及溴化氫；是一容易潮解之無色晶體，非常容易溶於水。被用於醫藥
及照像上。
（5）銅之溴化物
（i）溴化亞銅（CuBr）。得自還原溴化銅；為一無色晶體，不溶於水。被用於有機合成上。
（ii）溴化銅（CuBr2）。製備自溴直接作用於銅。為一易潮解之晶體，溶於水。被用於有機合成及照像。
（6）其他溴化物及氧溴化物。這些包括溴化鍶（被用於醫藥），及溴化鋇。

（D）碘化物及氧碘化物(Iodides and Iodide Oxides)
本群包括碘化氫（第 28.11 節）及氧碘化物之鹽類。
（1）碘化銨（NH4I）。得自碘化氫作用於氨或碳酸銨。為一白色之結晶，具吸濕性之粉末，非常容易溶於水。被
用於醫藥（用於血液循環方面的慢性病或氣腫）及照像。
（2）碘化鈉（NaI）得自以碘化氫作用於氫氧化鈉或碳酸鈉，其或得自以碘直接作用於鐵鏇屑所得之碘化鐵再與
一種鈉鹽作用；亦製備自焙燒碘酸鹽。其為結晶狀之無水物。易潮解且非常容易溶於水，曝於空氣及光中
會分解。被用於醫藥方面以碘化食物或食鹽及用於照像。
（3）碘化鉀（KI）。與碘化鈉類似之製造方法及類似之用法，但比碘化鈉更易保存。為一無水物，無色或不透
明之晶體。
（4）碘化鈣（CaI2）。製備自碳酸鈣及碘化氫。為一無色光亮之晶體或珍珠白色之鱗片。易溶於水，在空氣中會
變為黃色。被用於照像上。
（5）其他碘化物及氧碘化物。這些包括：
（i）鋰之碘化物（被用於照像）、鍶之碘化物、銻之碘化物鋅之碘化物或鐵之碘化物（此二者皆用於醫藥
上及作為防腐劑）、鉛之碘化物（具有一種金屬之閃耀、被用於製備橡膠色料）、鉍之碘化物（試劑）。
（ii）氧碘化銻、氧碘化銅及氧碘化鉛。
汞之碘化物（碘化亞汞及碘化汞）除外（第 28.52 節）

28.28-次氯酸鹽；工業用次氯酸鈣；亞氯酸鹽；次溴酸鹽。
2828.10-工業用次氯酸鈣及其他次氯酸鈣
2828.90-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金屬之次氯酸鹽、亞氯酸鹽及次溴酸鹽及工業用之次氯酸鈣。

（A）次氯酸鹽(Hypochlo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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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這些項目十分重要。它主要被用以漂白（「漂白的亞氯酸鹽」）。它們是不安定之鹽類，在空氣中會變
質；即使是與弱酸接觸也會獲得次氯酸。次氯酸，會釋放出氯氣，它是一種非常有效之氧化及漂白劑。
（1）次氯酸鈉（NaClO.6H2O）。存於水溶液中，今日工業上稱之為「惹芙耳溶液」(eau de Javel)。它製備自電解
氯化鈉之水溶液、或由硫酸鈉或碳酸鈉作用於次氯酸鈣、或以氯處理氫氧化鈉（苛性鈉）。此鹽非常易溶
於水，不存在無水狀態下；它對光及熱頗不安定且敏感。次氯酸鈉之水溶液呈無色或黃色，聞起來有氯味。

（聯氨）。它亦被用於照像上作為反光暈底片之一種快速顯像劑，及用於醫藥上作為一種防腐劑（與硼酸
之混合物，被稱為達京氏溶液(Dakin's Solution)）。
（2）次氯酸鉀（KClO.6H2O）。此鹽之水溶液即是過去被稱為「惹芙耳溶液」；它各方面都與次氯酸鈉相類似。
（3）其他次氯酸鹽。這些包括次氯酸銨（一種比次氯酸鈣更有功效之消毒劑）、次氯酸鋇、次氯酸鎂或次氯酸
鋅；全部都是漂白劑或消毒劑。

（B）工業用次氯酸鈣
次氯酸鈣。此產品，在工業上誤稱為「漂白粉」(Choloride of lime)，主要成分為不純之次氯酸鈣及氯化鈣及，
有時候，氧化鈣或氫氧化鈣。它得自以氯飽和氫氧化鈣。它呈白色之無定形之粉末狀物質，當其含有氯化鈣時極
易吸濕，溶於水，對於光、熱及二氧化碳之作用極敏感。它會影響動物纖維及有機物，及破壞著色物質。它被用
以漂白植物纖維或紙漿，或作為一種消毒劑。純次氯酸鈣以晶體團塊或溶液存在時，聞起來有氣味；它比不純之
產品略為安定。
本節不包括氯化鈣（CaCl2）（第 28.27 節）。

（C）亞氯酸鹽
本群包括亞氯酸（HClO2）之鹽類：
（1）亞氯酸鈉（NaClO2）。無水或水合（具有 3 個 H2O）之團塊，或水溶液。在攝氏 100 度以下尚可安定。為有
效之氧化劑，具有非常強之腐蝕性。被用於染白及漂白。
（2）亞氯酸鋁。與亞氯酸鈉有相同之用途。

（D）次溴酸鹽
本群包括次溴酸（HBrO）之鹽類（第 28.11 節）。
次溴酸鉀被用以測量特定有機化合物之含氮量。

28.29-氯酸鹽及過氯酸鹽；溴酸鹽及過溴酸鹽；碘酸鹽及過碘酸鹽。
-氯酸鹽：
2829.11--鈉之氯酸鹽
2829.19--其他
2829.90-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金屬之氯酸鹽及過氯酸鹽、溴酸鹽及過溴酸鹽、與碘酸鹽及過碘酸
鹽。

（A）氯酸鹽(Chlorates)
本群包括氯酸（HClO3）之鹽類（第 28.11 節）。
（1）氯酸鈉（NaClO3）。得自電解氯化鈉之水溶液。為光亮無色之晶體（片劑）；非常易溶於水；會釋放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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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氧。通常含有不純物（例如鹼金屬之氯化物）。被用作為一種氧化劑，用於有機合成、織品印花（苯胺
黑染料），並用以製造雷汞導爆劑及製備火柴頭，可作為一種除草劑等。
（2）氯酸鉀（KClO3）。類似氯酸鈉之製備方法。為無色晶體，不易溶於水。其他之性質類似氯酸鈉。它被用於
醫藥及製造猛烈炸藥（例如謝代德炸藥(Cheddite)）。
（3）氯酸鋇（Ba(ClO3)2）。得自電解一種氯化鋇之溶液；為無色晶體，易溶於水。被用作為焰火術之綠色著色物，
及用於製造炸藥及其他特定之氯酸鹽。
（4）其他氯酸鹽。它包括氯酸銨，被用於製造炸藥；及氯酸鍶，被用於製造炸藥及於焰火術產生紅色光；氯酸
鉻，被用作為一種染色媒染劑。氯酸銅，綠色晶體被用於染色，製造炸藥及用於焰火製造術上產生綠色光。

（B）過氯酸鹽(Perchlorates)
本群包括過氯酸(HClO4)之鹽類（第 28.11 節）。這些強氧化劑被用於焰火製造術及製造炸藥。
（1）過氯酸銨（NH4ClO4）。製備自過氯酸鈉，為無色晶體，溶於水特別是加熱時；會被熱所分解，有時會爆炸。
（2）過氯酸鈉（NaClO4）。得自電解氯酸鈉之冷卻溶液；易潮解，為一無色晶體。
（3）過氯酸鉀（KClO4）。得自過氯酸鈉。為無色結晶粉末，具有相當低之溶解度，激烈震動時會爆炸。被用於
化學工業上作為一種比氯酸鹽還強之氧化劑。
（4）其他過氯酸鹽。它包括：過氯酸鋇（水合之粉末）及過氯酸鉛；後者之飽和溶液是一種重液體 （比重 2.6）
被用於浮選製程(Flotation Process)。

（C）溴酸鹽及過溴酸鹽(Bromates and Perbromates)
本群包括溴酸（HBrO3）（第 28.11 節）之鹽類，例如溴酸鉀（KBrO3），及過溴酸（HBrO4）之鹽類。

（D）碘酸鹽及過碘酸鹽（Iodates and Periodates）
本群包括碘酸（HIO3）（第 28.11 節）之鹽類及過碘酸（第 28.11 節）之鹽類。
碘酸鈉（NaIO3）、碘酸鉀（KIO3）及二碘酸氫鉀（KH(IO3)2）被用於醫藥上及作為化學分析之試劑。碘酸鋇，
呈晶體狀，被用以製造碘酸。
過碘酸鈉（單鈉及二鈉）得自由氯作用於碘酸鈉之鹼性溶液。

28.30-硫化物；多硫化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30.10-硫化鈉
2830.90-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金屬之硫化物（第 28.11 節之硫化氫（H2S）之鹽類）
。舊稱〝Sulphydrates〞
（氫硫化物）者有時被用於指酸性硫化物。本節不包括非金屬類之硫化物（第 28.13 節）。
（1）鈉之硫化物。
（a）硫化鈉（Na2S）。得自以煤還原硫酸鈉。一者呈無水狀態，為一白色之團塊或板片（精製或熔融之硫
化物），能溶於水，於空氣中會硫酸化，或者呈水合之晶體狀（具有 9 個 H2O），為無色或灰色，依
純度而異。它是溫和之還原劑，被用於製備有機化合物。在浮選之製程，此種硫化物以硫化方法促進
礦石表面吸附油類。亦被用為一種除毛劑（被用於鞣革或衛浴製品），及作為一種殺寄生蟲之製劑。
（b）硫氫化鈉（氫硫化鈉）（NaHS）。得自由硫化氫作用於中性硫化物。為無色晶體，溶於水。被用於鞣
革時作為一種除毛劑，也用於染色，或作為純化鎳時之一種銅的吸附劑，在有機合成時為一種還原劑
等。
（2）硫化鋅（ZnS）。可得到水合形態之人造硫化鋅藉硫化鈉來沉澱一種鹼性鋅酸鹽。它為白色糊狀或粉末，通
常含有氧化鋅或其他不純物。無論純質或與氧化鎂混合之硫化鋅被用作為橡膠工業之一種顏料。它與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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鋇共沉積形成鋅鋇白（第 32.06 節）。可被銀、銅等活化，它可獲致第 32.06 節之發光團。應特別注意歸類
於本節之硫化鋅僅指未經混合及未被活化之硫化鋅。
本節不包括閃鋅礦（一種天然之硫化鋅）（第 26.08 節），及纖維鋅礦（亦是一種天然之硫化鋅）（第
25.30 節）。
（3）硫化鎘（CdS）。此人造硫化物是得自以硫化氫或一種鹼性硫化物沉積一種鎘鹽（例如硫酸鎘）而來。黃色
顏料（鎘黃）被藝術家所使用，及用於製造反光玻璃；與硫酸鋇共沉澱，可形成黃色光亮著色物質，被用
於漆料或陶瓷（第 32.06 節）。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化鎘（硫鎘礦）（第 25.30 節）。
（4）硫氫化銨（氫硫化銨）（NH4.HS）。呈結晶之薄片或針狀；非常容易揮發。被用於照像及有機合成。
（5）硫化鈣（CaS
含有硫酸鹽或其他不純物。單獨被使用或經三氧化二砷或石灰處理後用於生皮去毛。亦被用作為盥洗用製
品之一種除毛劑，作為醫藥之一種殺微生物劑，可用於冶金及製備發光漆。
（6）硫化鐵。最重要之硫化鐵是硫化亞鐵（FeS），得自熔融一種硫與鐵銼屑之混合物。為黑色板片、條狀或團
塊，它具有一種金屬之光澤。被用於製造硫化氫及用於陶瓷。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化鐵─參見第 25.02 節（未焙燒之黃鐵礦），或第 71.03 節或第 71.05 節（白鐵礦）。
天然鐵與砷之雙硫化物（砷黃鐵礦）或天然鐵與銅之雙硫化物（斑銅礦、黃銅礦）分別歸類於第 25.30 及 26.03
節。
（7）硫化鍶（SrS）。為灰色產品，與空氣接觸會轉變為黃色。被用於鞣革工業上作為一種脫毛劑，用於化粧品
產品及用於製備發光漆。
（8）硫化錫。人工硫化錫（二硫化錫）（SnS2）是得自加熱一種硫及氯化銨與一種氧化錫或汞齊之混合物。為金
黃色薄片或粉末，不溶於水，加熱時會昇華。被用以木材、塑膠等鍍青銅。
（9）銻之硫化物。
（a）人造三硫化銻（Sb2S3）。將酸作用於溶於氫氧化鈉之天然硫化物，可獲得一種紅色或橘色粉末（沉澱之
三硫化銻）。被單獨使用或混合五硫化二銻或其他產品作為橡膠工業之一種顏料（銻朱紅，銻艷紅）。
熔融之天然硫化銻用於獲致黑色三硫化銻。被用於焰火製造，用於製造火柴頭之混合物、雷汞起爆器或
爆管（與氯酸鉀），照像之閃光燈粉末（與鉻酸鉀）等。與碳酸鈉經熱處理後可獲得「非晶形三硫化銻
礦物」，其主要成分是三硫化銻及焦銻酸鈉，它被用於醫藥（第 38.24 節）。
（b）五硫化二銻（金黃色硫化銻）（Sb2S5）。製備自酸化硫化鈉銻溶液（全硫銻酸鈉鹽）。為橘黃色粉末，
經過一段時間會分解，甚至可在黑暗中進行，被用於製造雷導管，用以硫化或著色橡膠，及用於人類
之醫藥（除痰劑）或動物用藥。
本節不包括天然硫化銻（輝銻礦）及氧硫化銻（橘紅硫銻礦）（第 26.17 節）。
（10）硫化鋇（BaS）。得自以煤還原天然之硫酸鋇（重晶石，第 25.11 節）。純質為白色粉末或團塊，不純時灰
色或黃色。它具有毒性。用途類似硫化鍶。
（11）其他硫化物。這些包括：
（a）硫化鉀（中性及酸性）。硫氫化鉀被用於製造硫醇。
（b）硫化銅，被用於製造電極及抗海水作用之漆；天然之硫化銅（銅藍、輝銅礦）除外（第 26.03 節）。
（c）硫化鉛，被用於陶瓷；天然之硫化鉛（方鉛礦）除外（第 26.07 節）。
天然硫化汞(辰砂, 天然朱紅)及合成的汞硫化物均被排除，分別歸入第 26.17 和 28.52 節。
（12）多硫化物，相同金屬之硫化物之混合物亦被歸類於此。
（a）多硫化鈉是得自加熱硫與碳酸鈉或中性硫化鈉。主要含二硫化鈉（Na2S2），三硫化鈉及四硫化鈉及不
純物（硫酸鹽、亞硫酸鹽等）。它以綠色板片或溶液存在，在空氣中會氧化且非常容易吸濕；它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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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塞緊瓶蓋之容器中。主要被用為有機合成（製造硫染料）之一種還原劑；用於浮選製程；用於製
備乙烯多硫化物、人造硫化汞、硫浴或處理疥癬之混合物。
（b）多硫化鉀（硫肝〝Liver of Sulphur〞）被用於與多硫化鈉相同之用途。更特別的是用於硫浴。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之天然硫化物：
（a）硫化鎳（針硫鎳礦）（第 25.30 節）。
（b）硫化鉬礦（輝鉬礦）（第 26.13 節）。
（c）硫化釩（綠硫釩礦）（第 26.15 節）。
（d）硫化鉍（輝鉍礦）（第 26.17 節）。

28.31-二亞硫磺酸鹽及硫氧酸鹽。
2831.10-鈉之二亞硫磺酸鹽及硫氧酸鹽
2831.90-其他
二亞硫磺酸鹽（氫亞硫酸鹽）是二亞硫磺（「氫亞硫」）酸（H2S2O4）之鹽類，它不能以單體狀分離出來。
它得自還原（用鋅粉）二氧化硫所飽和之亞硫酸氫溶液。它做為還原劑，被用於化學、紡織或糖工業，主要用於
漂白。
此中最重要的是二亞硫磺酸鈉（Na2S2O4），為無水白色粉末，溶於水，或水合（具有 2 個 H2O）之無色晶體，
它們被用於有機合成、染料工業及造紙。它會很快變質。即使是結晶狀態。作為特定之用途（例如於紡織工業作
為除靜電劑），二亞硫磺酸鈉可被甲醛安定化，有時添加入氧化鋅或丙三醇。它也可用丙酮來安定它。
二亞硫磺酸鉀、二亞硫磺酸鈣、二亞硫磺酸鎂及二亞硫磺酸鋅，它被安定化之方法類似，產品類似二亞硫磺
酸鈉，具有類似之性質及用途。
本節包括全部這些經安定化之二亞硫磺酸鹽及類似產品甲醛硫氧酸鹽。
本節不包括亞硫酸鹽及硫化硫酸鹽（第 28.32 節）。

28.32-亞硫酸鹽；硫代硫酸鹽。
2832.10-亞硫酸鈉
2832.20-其他亞硫酸鹽
2832.30-硫代硫酸鹽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
（A）金屬之亞硫酸鹽─亞硫酸（H2SO3）之鹽類（其僅存於水溶液，它相當第 28.11 節之二氧化硫之鹽類）。
（B）金屬之硫代硫酸鹽─純態之硫代硫酸之鹽類不存在（H2S2O3）。
本節不包括精製之亞硫酸灰水（第 38.04 節）及被有機物所安定之被稱之為「氫亞硫酸鹽」的工業產品（第
28.31 節）。

（A）亞硫酸鹽(Sulphites)
本節包括中性及酸性之亞硫酸鹽。
（1）鈉之亞硫酸鹽。這些包括亞硫酸氫鈉（NaHSO3）
、二亞硫酸二鈉（Na2SO3.SO2 或 Na2S2O5）及亞硫酸鈉（Na2SO3）。
（a）亞硫酸氫鈉（酸性亞硫酸鈉）得自以二氧化硫用於一種碳酸鈉之水溶液。為無色粉末或晶體，頗不安
定，具有一種二氧化硫之味道，它非常容易溶於水；亦存在為濃溶液，呈黃色。被用作為有機合成之
一種還原劑，用於製造靛藍，用以漂白木材或絲，用作為處理膠乳之一種硫化劑，用於鞣革、酒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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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防腐劑來保存酒）及用於浮選製程中減少礦物之浮力。
（b）二亞硫酸二鈉（偏亞硫酸氫鈉，焦亞硫酸鈉，乾亞硫酸鈉，及某些不正確之說法稱之為「亞硫酸氫鈉
晶體」者）。得自亞硫酸氫鈉；它氧化快速，尤其是在潮濕的空氣中進行。它被用於與酸性亞硫酸鈉
相同之用途，及用於葡萄栽培及照像。
（c）亞硫酸鈉（中性亞硫酸鈉），製備自以碳酸鈉中和一種亞硫酸氫鈉之溶液。為一無水物（粉末狀）或
晶物（具有 7 個 H2O），呈無色，溶於水。被用於照像、啤酒、處理松脂，作為一種防腐或漂白劑，
用於製造其他亞硫酸鹽或硫化硫酸鹽及有機染料等。
（2）亞硫酸銨（(NH4)2SO3.H2O）。得自二氧化硫作用於氨。為無色晶體，不溶於水，於空氣中會氧化。被用於有
機合成。
（3）鉀之亞硫酸鹽。與亞硫酸相同之形式存在。
（a）亞硫酸氫鉀，為結晶體，被用於染色及造酒業。
（b）二亞硫酸二鉀（偏雙亞硫酸鉀），為一種白色粉末或鱗片，被用於照像，氈帽工業以染紅其毛料或作
為一種防腐劑。
（c）中性亞硫酸鹽，呈結晶體狀（具有 2 個 H2O），被用於紡織品印花方面。
（4）鈣之亞硫酸鹽，包括：
（a）雙亞硫酸氫鈣（雙亞硫酸鈣）（Ca(HSO3)2），得自以二氧化硫作用於氧氫化鈣。被用於製造化學紙漿
時溶解木質素，或用以漂白（例如海綿），可作為一種脫氯劑及用以防啤酒之混濁。
（b）中性亞硫酸鈣（CaSO3），為一種白色之結晶粉末或水合之針狀物（具有 2 個 H2O），難溶於水，於空
氣中會被風化。被用於醫藥及酒業方面。
（5）其他亞硫酸鹽。這些包括亞硫酸鎂（與亞硫酸鈣相同之用途）、亞硫酸鋅（防腐劑及媒染劑），或亞硫酸
氫鉻（媒染劑）。

（B）硫代硫酸鹽(Thiosulphates)
（1）硫代硫酸銨（(NH4)2S2O3 ）。製備自硫代硫酸鈉。為無色晶體，易潮解及可溶於水。被用於照像之定影液
(FixingBaths)及作為一種防腐劑。
（2）硫代硫酸鈉（Na2S2O3.5H2O）。得自以硫作用於一種亞硫酸鈉溶液。呈無色晶體之形式，非常易溶於水，不
受空氣之影響。被用在照像上作為一種定像劑，漂白織品或紙，作為一種脫氯劑，用於鉻鞣革上及有機合
成。
（3）硫代硫酸鈣（CaS2O3.H2O）。製備自氧化硫化鈣。為白色結晶粉末，可溶於水。被用於醫藥及製備其他硫代
硫酸鹽。
（4）其他硫代硫酸鹽。這些包括：硫代硫酸鋇（具有一種珍珠光澤之顏料）；硫代硫酸鋁（被用於有機合成）；
硫代硫酸鉛（被用於製造無磷火柴）。

28.33-硫酸鹽；礬；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
-鈉之硫酸鹽：
2833.11--硫酸二鈉
2833.19--其他
-其他硫酸鹽：
2833.21--鎂之硫酸鹽
2833.22--鋁之硫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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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3.24--鎳之硫酸鹽
2833.25--銅之硫酸鹽
2833.27--鋇之硫酸鹽
2833.29--其他
2833.30-礬
2833.40-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
（A）硫酸鹽(Sulph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硫酸（H2SO4）（第 28.07 節）之金屬鹽類，但不包括歸入第 28.52
節汞的硫化物；也不包括硫酸銨，即使它是純質，另列入第 31.02 或 31.05 節；也不包括硫酸鉀，無論其是否精純，
另列入第 31.04 或 31.05 節。
（1）鈉之硫酸鹽包括：
（a）硫酸鈉（中性硫酸鹽）（Na2SO4）。以無水或水合狀態存在，為粉末或透明之大結晶，於空氣中會風
化，溶於水會使溫度降低。含 10 個結晶水之硫酸鈉（Na2SO4.10H2O）被稱為格勞勃鹽(結晶硫酸鈉)。
硫酸鈉之不純形態（90～99％純度），通常得自各種製造方式之副產品，常被稱為「鹽餅」被歸類於
本節。硫酸鈉被用作為染色之助染劑；被用於玻璃製造之助熔劑以獲得可玻璃化之混合物（製造瓶玻
璃、晶體及光學玻璃）；用於鞣革以保存生皮；用於造紙（製備某種化學紙漿）；用於紡織工業作為
上漿料；用於醫藥作為瀉藥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酸鈉（鈣芒硝礦、白鈉鎂石、芒硝礦、白鈉鎂礬）（第 25.30 節）。
（b）硫酸氫鈉（酸性硫酸鹽）（NaHSO4）此製造硝酸之剩餘鹽類濟易潮解而融化，呈白色團塊。被用於取
代硫酸，特別是用以浸漬金屬、再生橡膠、冶煉銻或鉭及作為一種除草劑。
（c）二硫酸二鈉（焦硫酸鈉）（Na2S2O7）。
（2）硫酸鎂。本節包括人工硫酸鎂（MgSO4.7H2O）（瀉鹽(Epson Salts）、緩瀉劑(Seidlitz Salts)）得自純化硫鎂礬，
或以硫酸作用於白雲石。無色晶體，於空氣中會略微風化，溶於水。被用作為漿紗之一種填充劑，用於鞣
革、防火及作為一種瀉藥。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酸鎂（硫鎂礬）（第 25.30 節）。
（3）硫酸鋁（Al2(SO4)3）。得自以硫酸處理鋁土礦或天然之矽酸鋁；其不純物主要有鐵化合物。呈水合態（具有
18 個 H2O）外觀為白色結晶，溶於水，它可能呈易碎狀，容易被指甲弄破，或呈現硬且脆之特性，依使用
之溶液之濃度而異；慢慢加熱，它會溶於其結晶水中，最後得到無水之硫酸鋁。它被應用染色時作為一種
媒染劑；用於鞣革以保存生皮及礬鞣；用於造紙作為紙漿之一膠料；用於染料工業製造色澱(Lakes)、四甲基
藍(Methlene Blue)及其他噻唑染料(Thiazode Dyestuffs)。亦被用以澄清獸脂(Tallow)，純化工業用水，用於滅火
劑等。
（4）硫酸鉻。眾所週知的是硫酸鉻，它製備自硝酸鉻及硫酸。呈結晶之粉末，是紫色或綠色，溶於水。被用作
為染色之一種媒染劑（鉻媒染劑）或用於鞣革（鉻鞣）。用於後者之用途其主要產品是衍自硫酸鉻或衍自
硫酸亞鉻（CrSO4）之鹼性硫酸鉻之頗不安定溶液。這些硫酸鹽均列入本節。
（5）硫酸鎳。最普通之鎳的硫酸鹽具有分子式為 NiSO4。為無水黃色晶體，或水合之翡翠綠晶體（具有 7 個 H2O）
或藍色晶體（共有 6 個 H2O）；可溶於水。被用於鎳電鍍，用於染色作為一種媒染劑，用於裝備防毒面具及
作為一種催化劑。
（6）硫酸銅
（a）硫酸亞銅（Cu2SO4）。催化劑被用於裝備合成的乙烯醇。
（b）硫酸銅（CuSO4.5H2O）。電解法精製銅之副產品；亦得自一弱硫酸溶液處理銅廢料或廢品。為藍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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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或結晶粉末，溶於水。當其經過鍛燒後會轉變成為一種白色無水硫酸銅，它具有強烈之吸水性。被
用於農業上作為一種殺黴菌劑（參見第 28.08 節註解）；用以製備噴霧混合物；用於製備氧化亞銅及
無機之銅顏料；用於染色工廠（染絲或木材使成黑色、紫色或淡紫色）；用於電解上純化銅或鍍銅；
作為一種浮選調整劑（用於恢復礦石之天然浮力）；作為一種防腐劑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的水合硫酸銅（水膽礬）（第 2603 節）。
（7）硫酸鋅（ZnSO4.7H2O）。得自以稀釋之硫酸作用於鋅、氧化鋅、碳酸鋅或將焙燒過之閃鋅礦。為白色玻璃狀
之團塊或針狀之結晶體。被用於浮選製程以減少礦石天然浮力；用於染色作為媒染劑；用以電鍍鋅；作為
一種防腐劑；用以保存木材；用於製造乾燥劑、鋅鋇白（第 32.06 節）、發色團（使用銅來活化硫酸鋅）（第
32.06 節）及各種其他之鋅化合物。
（8）硫酸鋇。本節包括人造或經沉澱之硫酸鋇，它得自以硫酸或一種鹼性硫酸鹽(Alkali Sulphate)沉澱氯化鋇之溶
液。它呈現出一種白色之粉末，非常重（比重約 4.4）且不溶於水，或呈現一種稠糊。它被用作為一種白色
之顏料，一種絲膠料( Sizing Textiles)之填充劑及用於製備橡膠、塗料紙、硬紙板、封泥(Lutings)、澱色(Lakes)、
顏料等。透不過Ｘ光，它（純質）被用於放射照像。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酸鋇（重晶石）（第 25.11 節）。
（9）鐵之硫酸鹽
（a）硫酸亞鐵（FeSO4）。得自以硫酸處理鐵屑或得自製造二氧化鈦之一種副產品；它常含有不純物如硫酸銅及
硫酸鐵及砷。非常易溶於水；主要以水合態（一般具有 7 個 H2O）存在淡綠色晶體及於空氣中變為褐色；
熱之作用使它們轉變為白色無水之硫酸鹽。水溶液是綠色，但曝於空氣中轉變為褐色。硫酸亞鐵被用以製
造墨水（鐵墨水〝Iron Inks〞）、色料（普魯士藍〝Prussian Blue〞），及其混合物（與摻水之石灰與鋸屑）
被用於純化煤氣；用於染色；作為一種消毒劑、一種防腐劑，及一種除草劑。
（b）硫酸鐵（Fe2(SO4)3）。製備自硫酸亞鐵。粉末或為褐色厚塊。非常易溶於水，與水生成一種白色水合物（具
有 9 個 H2O）。被用以純化水及污水，用於屠宰場以凝結血液，用於鐵鞣革及作為一種殺黴劑。它被用作
為一種浮選調整劑以減少礦石之浮力。被用於染色作為媒染劑及用於電解生產銅及鋅。
（10）硫酸鈷（CoSO4.7H2O）。製備自氧化亞鈷及硫酸；紅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以鈷電鍍，可作為陶瓷色料，
作為一種觸媒及用以製備沉澱之樹脂酸鈷（乾燥劑）。
（11）硫酸鍶。人造硫酸鍶（SrSO4），沉澱自氯溶液，是一種白色粉末，不易溶於水。被用於焰火製造、陶瓷及
製備各種鍶鹽。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酸鍶（天青石〝Celestine〞）（第 25.30 節）。
（12）硫酸鎘（CdSO4）。無色晶體，易溶於水，呈無水或水合態（具有 8 個 H2O）。被用於製造鎘黃（硫化鎘）
或其他著色物質、及醫藥製品；用於標準電池（韋斯頓鎘電池〝Weston Cells〞）；用於電鍍及染色。
（13）鉛之硫酸鹽
（a）人造硫酸鉛（PbSO4）。得自硫酸沉澱硝酸鉛或醋酸鉛；為白色粉末或晶體，不溶於水。被用於製造鉛
鹽。
（b）鹼性硫酸鉛。製備自將一氧化鉛、氯化鉛及硫酸一起加熱。為灰色之粉末。亦可得自一種冶金方式，
呈白色粉末狀。被用於製備橡膠工業之顏料、黏膠及混合物。
本節不包括天然硫酸鉛（鉛礬）（第 26.07 節）。

（B）礬類(Alums)
礬是水合之雙硫酸鹽，它含有三價金屬（鋁、鉻、錳、鐵或銦）之一種硫酸鹽及單價金屬之硫酸鹽（鹼金屬
硫酸鹽或硫酸銨）。雖然有簡單硫酸鹽取代它們之傾向，它仍常被用於染色，作為防腐劑及製造化學品。

─ 265 ─

Ch.28
（1）鋁礬類(Aluminium Alums)
（a）硫酸鉀鋁（普通礬或鉀礬）（Al2(SO4)3.K2SO4.24H2O）。得自天然之明礬石(礬石)（第 25.30 節），（例
如氫氧化鋁與鹼性硫酸鉀鋁混合）。礬亦製自兩種硫酸鹽組合而成。為白色結晶固體，可溶於水。鍛
燒可獲致淡白色粉，呈無水狀態及結晶體（鍛燒礬）。與硫酸鋁有相同之用途，特別用於製造色澱、
或用於染色或鞣革（礬鞣）。亦被用於照像、盥洗用製品等。
（b）硫酸銨鋁（銨礬）（Al2(SO4)3.(NH4)2SO4.24H2O）。為無色晶體，易溶於水特別是熱水。被用於製造純氧
化鋁及於醫藥。
（c）硫酸鈉鋁（鈉礬）（Al2(SO4)3.Na2SO4.24H2O）。類似鉀礬，呈現為易風化之晶體，易溶於水。被用於染
色作為一種媒染劑。
（2）鉻礬類(Chromium Alums)
（a）硫酸鉀鉻（鉻礬）（Cr2(SO4)3.K2SO4.24H2O）。得自以二氧化硫還原硫酸溶液中之重鉻酸鉀）。呈紫紅色晶
體，易溶於水及易於空氣中風化。被用於染色他為一種媒染劑，用於鞣革（鉻鞣）、照像等。
（b）硫酸鉻銨（鉻銨礬）。結晶之藍色粉末，被用於鞣革及陶瓷。
（3）鐵礬類。雙硫酸鐵銨（(NH4)2SO4.Fe2(SO4)3.24H2O
亦是紫色晶體。兩者皆被用於染色。

（C）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
過氧硫酸鹽（過硫酸鹽）此名稱是留給第 28.11 節之過氧硫酸（過硫酸）之鹽類。它們在乾燥狀態下頗為安
定，但在水溶液中加熱會分解。為強力之氧化劑。
（1）過氧二硫酸二銨（(NH4)2S2O8）。製備自電解硫酸銨與硫酸之濃溶液；為無色晶體，可溶於水；在潮濕下及
加熱時會分解。被用於照像；用於紡織品漂白或染色之製程；用於製備可溶澱粉；用於製備其他過氧二硫
酸鹽及特定之電解液；用於有機合成等。
（2）過氧二硫酸二鈉（Na2S2O8）。為無色晶體，非常易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消毒劑，用於漂白，作為一種去
極劑（電池組）及用以鐫刻銅合金。
（3）過氧二硫酸二鉀（K2S2O8）。為無色晶體，所以非常易溶於水。被用以漂白、製皂、照像，或作為一種防腐
劑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酸鈣（石膏礦，硬石膏）（第 25.20 節）。

28.34-亞硝酸鹽；硝酸鹽。
2834.10-亞硝酸鹽
-硝酸鹽：
2834.21--鉀之硝酸鹽
2834.29--其他
（A）亞硝酸鹽(Nitri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亞硝酸鹽，亞硝酸（第 28.11 節）之金屬鹽類。
（1）亞硝酸鈉（NaNO2）。得自以鉛還原硝酸鈉；同時可製得氧化鉛。為無色晶體，易吸濕及非常易溶於水。被
用像甕染料上作為一種氧化劑；用於有機合成；用以浸漬金屬；用於照像；及作為一種鼠藥等。
（2）亞硝酸鉀（KNO2）。製備自與亞硝酸鈉相同之方法，或以二氧化硫作用於一種氧化鈣與硝酸鉀之混合物。
一種白色結晶之粉末或黃色棒狀；常含有其他鹽類呈不純狀。可溶於水，非常易潮解且在空氣中會變質。
被用於與亞硝酸鈉相同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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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亞硝酸鋇（Ba(NO2)2）。結晶體被用於焰火製造。
（4）其他亞硝酸鹽。這些包括亞硝酸銨，它不安定且易爆炸；在實驗室中其溶液被用以製造氮氣。
本節不包括亞硝酸鈷（第 28.42 節）。

（B）硝酸鹽(Nitr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硝酸鹽，硝酸（第 28.08 節）之金屬鹽類，硝酸銨與硝酸鈉則除外，
無論其是否為純質（第 31.02 或 31.05 節）（參見以下其他例外）
（1）硝酸鉀(Potassium Nitrate)（KNO3）（亦被稱為鉀硝或硝石）。得自硝酸鈉及氯化鉀。為一無色之晶體，玻璃
似之團塊或為一種白色之結晶粉末，易溶於水且不純時易吸濕。與硝酸鈉類似之用途；亦被用以製造火藥、
化學雷管、焰火、火柴及冶金之助熔劑。
（2）硝酸鉍(Bismuth Nitrates)。
（a）中性之硝酸鉍（Bi(NO3)3.5H2O）。得自以硝酸作用於鉍，為一大型晶體，無色，易潮解。被用於製備
之氧化物或鹽類及特定之凡立水。
（b）鹼性硝酸鉍（BiNO3(OH)2）。得自中性之硝酸鉍；呈珍珠白粉末，易溶於水。被用於醫藥上（用以處
理胃腸慢性病）；用於陶瓷（虹色）；用於化粧品；用於製造雷汞導管等。
（3）硝酸鎂（Mg(NO3)2.6H2O）。為無色晶體，易溶於水。被用於焰火製造，製備耐火之產品（與氧化鎂），製
備熾熱氣體之圍罩等。
（4）硝酸鈣（Ca(NO3)2）。得自以硝酸處理經壓碎方石灰石。為白色易潮解之圍塊，易溶於水、醇、丙酮：被用
於焰火製造、製造炸藥、火柴、肥料等。
（5）硝酸鐵（Fe(NO3)3.6 或 9H2O）為藍色晶體。被用於染色作為一種媒染劑及用於印刷（單獨或與硝酸鹽拌和）。
（6）硝酸鈷（Co(NO3)2.6H2O）為紫色、紅色或褐色晶體，可溶於水，易潮解。被用於製造鈷藍或鈷黃或隱形墨水；
它可用於陶瓷裝飾及用以鈷電鍍等。
（7）硝酸鎳（Ni(NO3)2.6H2O）。具水溶性，易潮解之綠色晶體。被用於陶瓷工業（褐色顏料）；可用於染色（作
為一種媒染劑）；也用於鎳電鍍；用以得到氧化鎳或製備純鎳觸媒。
（8）硝酸銅（Cu(NO3)2）。銅溶於硝酸之中，以結晶方式，獲得硝酸銅（具有 3 個或 6 個 H2O，依溫度而異）。
為藍色或綠色晶體，可溶於水，具吸濕性，具有毒性。被用於焰火製造；用於染料工業；用於織品染色或
印花（媒染劑）；用於製造氧化銅及照像紙；用於電鍍；及使金屬具有一種古色等。
（9）硝酸鍶（Sr(NO3)2）。氧化鍶或硫化鍶作用於硝酸，當溫度暖和時可獲得無水之硝酸鍶，當溫度冷卻時獲得
水合硝酸鍶（具有 4 個 H2O）。為無色結晶粉末，易潮解，可溶於水，被熱分解。被用於焰火製造產生紅色；
亦被用於製造火柴。
（10）硝酸鎘（Cd(NO3)2.4H2O）。製備自氧化鎘。呈無色針狀，可溶於水及易潮解。被用於陶瓷或玻璃製造上作
為一種著色物質。
（11）硝酸鋇（Ba(NO3)2）。製備自天然碳酸鋇（毒重石〝Witherite〞）（第 25.11 節）。為無色或白色晶體或結
晶粉末，可溶於水，具有毒性。被用於焰火製造以產生綠色光；用於製造炸藥、光學玻璃、陶瓷釉、鋇鹽
或硝酸鹽等。
（12）硝酸鉛（Pb(NO3)2）。硝酸鉛是得自以硝酸作用於燒紅之鉛製造二氧化鉛時之一種副產品。為無色晶體，可
溶於水，具有毒性。被用於焰火製造（黃色光）；用於製造火柴、炸藥及特定之著色物質；用於鞣革；用
於照像及石版印刷術；用以製備鉛鹽及用於有機合成作為一種氧化劑。
除了先前所提之例外之外，本節亦不包括下列產品：
（a）汞之硝酸鹽(第 28.52 節)
（b）乙醯硝酸鹽（第二十九章）（例如乙醯硝酸，被用作為一種媒染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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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硫酸銨及硝酸銨之雙鹽（第 31.02 或 31.05 節），無論是否純質。
（d）由金屬硝酸鹽之混合物所組成之炸藥（第 36.02 節）。

28.35-次磷酸鹽；亞磷酸鹽及磷酸鹽；聚磷酸鹽，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35.10-次磷酸鹽及亞磷酸鹽
-磷酸鹽：
2835.22--一或二鈉之磷酸鹽
2835.24--鉀之磷酸鹽
2835.25--磷酸氫鈣（「磷酸二鈣」）
2835.26--其他鈣之磷酸鹽
2835.29--其他
-聚磷酸鹽：
2835.31--三磷酸鈉（三聚磷酸鈉）
2835.39--其他
（A）次磷酸鹽(Phosphin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次磷酸鹽，次磷酸（H3PO2）（第 28.11 節）之金屬鹽類。
這些鹽類易溶於水，加熱會分解並釋放出磷化氫，且可自動點燃。鹼性次磷酸鹽是還原劑。
最重要者為：
（Ⅰ）次磷酸鈉（NaPH2O2），為白色片錠或結晶粉末，具吸濕性。
（Ⅱ）次磷酸鈣（Ca(PH2O2)2），為無色晶體或一種白色粉末（得自以白磷作用於石灰乳）。
這兩種產品皆被用於醫藥上作為補藥或興奮劑。
（Ⅲ）次磷酸銨、鐵或鉛。

（B）亞磷酸鹽(Phosphon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亞磷酸鹽，亞磷酸（H3PO3)（第 28.11 節）之金屬鹽類。
最重要之亞磷酸為亞磷酸銨、亞磷酸鈉、亞磷酸鉀或亞磷酸鈣，均可溶於水及作用為還原劑。

（C）磷酸鹽及聚磷酸鹽(Phosphates and Polyphosph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第 28.09 節之酸類所衍生之金屬磷酸鹽及聚磷酸鹽，那是：
（Ⅰ）磷酸鹽─磷酸（H3PO4）之金屬鹽類。這些非常重要，它被稱為「磷酸鹽」無須更進一步說明它。由磷酸與
單價金屬所形成之鹽類可能是單、雙或三鹼鹽（具有單價金屬它們含有一、二或三個金屬原子）；例如有
三種磷酸鹽：磷酸二氫鈉（單鹼磷酸鹽（NaH2PO4）、磷酸氫二鈉（二鹼磷酸鹽（Na2HPO4）及磷酸三鈉（三
鹼磷酸鹽（Na3PO4））。
（Ⅱ）焦磷酸鹽（二磷酸鹽）一焦磷酸（H4P2O7）之金屬鹽類。
（Ⅲ）偏磷酸鹽─偏磷酸(HPO3)n 之金屬鹽類。
（Ⅳ）其他聚磷酸鹽─聚磷酸之金屬鹽類具有高度之聚合。
最重要之磷酸鹽及聚磷酸鹽是：
（1）磷酸銨及聚磷酸銨(Ammonium Phosphates and Polyphosphates)
（a）磷酸銨（(NH4)3PO4），僅安定於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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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聚磷酸銨。有數種磷酸銨，其聚合之程度及範圍從數個單位至數千個單位。
它們呈白色結晶之粉末，溶或不溶於水；它們被用於製造肥料；作為凡立水之防火添加劑，或
用於防火製品。
即使它們之聚合度不明確，它們仍然保留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磷酸一氫銨（磷酸二銨），無論它是否純質或是混
合物（第 31.05 節）。
（2）磷酸鈉及聚磷酸鈉(Sodium Pohosphates and Polyphosphates)
（a）磷酸二氫鈉（單鹼磷酸鹽）（NaH2PO4.2H2O）。為無色晶體，可溶於水，在熱作用下會失去水
（經粉碎磷酸鹽）變成焦磷酸鈉，及最後成為偏磷酸鈉。被用於醫藥上，用於人造織品工業，
作為蛋白物質之一種凝結劑，及用於電鍍等。
（b）磷酸一氫鈉（二鹼磷酸鹽）（Na2HPO4），無水（白色粉末）或結晶（具有 2、7 或 12 個 H2O）。可
溶於水。被用作為絲膠（與氯化錫），用於防火纖維、木材或紙，作為一種織品媒染劑，用於鉻鞣，
製造光學玻璃、陶瓷上釉、製備烘焙粉，製造著色物質及焊接助熔劑，使用在電鍍、醫藥上。
（c）磷酸鈉（三鹼磷酸鹽）（Na3PO4.12H2O）。為無色晶體，可溶於水，加溫可釋出其部份之結晶水。
被用作為溶解金屬氧化物之一種助熔劑，用於照像，作為一種清潔劑，用於軟化工業用水及堝
爐去鱗垢，也用在純化糖及酒精、鞣革，醫藥等方面。
（d）焦磷酸鈉（二磷酸鈉）。焦磷酸四鈉（中性二磷酸鹽）（Na4P2O7）。不吸濕之白色粉末，可溶
於水。被用於洗濯，用於製備清潔劑，製造防止血液凝結之混合物，用在冷卻產品及消毒劑上，
也用於乾酪製造等。
焦磷酸二氫二鈉（酸性焦磷酸鹽）（Na2H2P2O7），與焦磷酸鈉有相同外觀，被用於琺瑯之一種
助熔劑，用在乳品中沉澱出乾酪素，用於製備烘焙粉、特定之麥芽奶粉等。
（e）三磷酸鈉（Na5P3O10）（三聚磷酸鈉亦被稱為三磷酸五鈉）。為白色結晶粉末；被用作為一種水
軟化劑、一種乳化劑或用於保存食物。
（f）偏磷酸鈉（基本化學式（NaPO3)n）。有兩種偏磷酸鹽合於本要件，它們是環三磷酸鈉及環四磷酸鈉。
（g）聚磷酸鈉具有高度之聚合。有些聚磷酸鈉不正確地被稱之為「偏磷酸鈉」。有一些線性聚磷酸
鈉，具有高度之聚合範圍，自數十個數百個單位。即使它們呈現出一種不明確之聚合度，他們
仍然保留於本節。
這些包括：
其產品不正確地被稱之為六偏磷酸鈉者（一聚合混合物化學式為（NaPO3)n），亦稱作「葛拉罕
氏鹽」(Graham's Salt)。為玻璃狀之物質或白色粉末，可溶於水。於水溶液，此產品會蟄合(Sequesters)
水中之鈣及鎂，因此它被用作為水之軟化劑。亦被用於裝備清潔劑及乾酪素膠，用於乳化精油，
用於照像上及製造加工之乳酪等。
（3）磷酸鉀。最為人所知是磷酸二氫鉀（磷酸一鉀）（KH2PO4）。得自以磷酸及硫酸鉀處理磷酸鹽之白
堊。為無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酵母養份及一種肥料。
（4）鈣之磷酸鹽(Calcium Phosphates)
（a）磷酸氫鈣（「磷酸二鈣」）（CaHPO4.2H2O）。得自於經酸化之氯化鈣溶液作用在磷酸二氫鈉上。為白
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肥料；作為動物飼料之一種礦物補充劑，及用於製造玻璃、醫藥等。
本節不包括以乾燥無水產品計算含氟重不低於 0.2％之磷酸氫鈣（第 31.03 或 31.05 節）。
（b）雙磷酸四氫鈣（磷酸一鈣）（CaH4(PO4)2.1 或 2H2O）。得自以硫酸或氯化氫處理骨頭。存於稠濃
溶液中；在熱作用下，會釋放出其結晶水。它是唯一可溶於水之磷酸鈣。被用於製備烘焙粉，
作為一種醫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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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磷酸鈣（中性之磷酸鈣）（Ca3(PO4)2）。本節包括業經沉澱之磷酸鈣（那是一般磷酸鈣）。它得
自初以氫氯酸然後以氫氧化鈉處理骨頭中之磷酸鈣，它或得自於氨作用於以氯化鈣沉澱磷酸鈉之
溶液。為無晶形白色粉末，無氣味但可溶於水。被於染色上作為一種媒染劑；用於澄清糖漿；用
以浸漬金屬；用於製造玻璃、陶器；用於製備磷及醫藥（例如乳磷酸鹽，甘油磷酸鹽）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磷酸鈣（第 25.10 節）。
（5）磷酸鋁。人造之磷酸鋁（AlPO4），製備自磷酸鈉與硫酸鋁，存在為一種白色灰色或粉紅色之粉末。
被用於陶瓷上作為一種助熔劑，用以膠絲（與氧化錫），及用於製備牙科填補料(dental cements)。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磷酸鋁（放射纖維磷鋁石）（第 25.30 節）。
（6）磷酸錳（Mn3(PO4)2.7H2O）。得自二氯化錳及磷酸。它是一種紫色粉末，單獨與其他產品混合，組成
紐倫堡紫色(Nurembergviolt)，被藝術家所使用或被用於琺瑯上。與磷酸銨組合，它可形成布根地紫色
(Burgundyviolet)。
（7）磷酸鈷。磷酸鈷(Co3(PO4)2.2 或 8 個 H2O）是製備自正磷酸鈉及醋酸鈷。為非晶狀粉紅末，它不溶於水。
當它與氧化鋁一起加熱，可獲田鈉德氏藍色(Thenard's blue)被用於琺瑯。與磷酸鋁組合，它被用於製
備鈷紫(cobalt purple)。
（8）其他磷酸鹽。這些包括鋇之磷酸鹽（不透明劑）、鉻之磷酸鹽（陶瓷色料）、鋅之磷酸鹽（陶瓷色
料，牙科填補料，發酵控制劑，醫藥）、鐵之磷酸鹽（醫藥）及銅之磷酸鹽（陶瓷色料）。
本節亦不包括特定之磷酸鹽，即：
（a）天然之磷酸鈣，磷灰水及天然之磷酸鈣鋁（第 25.10 節）。
（b）第二十五或二十六章之其他天然磷酸鹽礦物。
（c）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磷酸一氫銨（磷酸二銨），無論是否純（第 31.0 5 節）。
（d）寶石及次寶石（第 71.03 或 71.05 節）。

28.36-碳酸鹽；過氧碳酸鹽（過碳酸鹽）；含氨基甲酸銨之工業用碳酸銨。
2836.20-碳酸鈉（純鹼）
2836.30-碳酸氫鈉
2836.40-碳酸鉀
2836.50-碳酸鈣
2836.60-碳酸鋇
-其他：
2836.91--碳酸鋰
2836.92--碳酸鍶
2836.99--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
（Ⅰ）碳酸鹽（中性碳酸鹽，碳酸氫鹽或重碳酸鹽，鹼性碳酸鹽）─不離析之碳酸（H2CO3）之金屬鹽類，其無
水物（CO2）列入第 28.11 節。
（Ⅱ）過氧碳酸鹽（過碳酸鹽），那就是碳酸鹽含有過量之氣，例如(Na2CO4)（過氧二碳酸鹽）或（Na2C2O6）（過
氧二碳酸鹽）；這些源自二氧化碳作用於金屬之過氧化物。

（A）碳酸鹽(Carbonates)
（1）碳酸銨。得自加熱一種白堊與硫酸銨（或氯化銨）之混合物，或得自在蒸氣下化合二氧化碳與氣態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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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製程用以獲致工業用碳酸銨，除了含有各種不純物（氯化物，硫酸鹽，有機物）外，它含有碳酸氫
銨及胺基甲酸銨（NH2COONH4）。工業用碳酸銨（包含於本節）呈白色結晶團塊或粉末，可溶於熱水。它
在潮濕空氣中表面會形成酸性碳酸鹽，但出現這種狀況仍可使用。
碳酸銨被用於織品之染色或印花上作為一種媒染劑；作為木材之清潔劑；用於醫藥上作為一種化痰劑；
用於製造嗅鹽(Smelling Salts)或烘焙粉；用於鞣革；用於橡膠工業；用於鎘冶金；用於有機合成等。
（2）鈉之碳酸鹽
（a）碳酸鈉（中性之碳酸鹽）（Na2CO3）。不正確被稱為「蘇打之碳酸鹽」或「工業用蘇打」；不可與第
28.15 節之氫氧化鈉（苛性蘇打）相混淆。它得自加熱二氧化碳與一種氯化鈉及氨之溶液，或加熱所得
之酸性碳酸鈉使分解。
呈一種無水粉末狀，或具有 10 個 H2O 之水合晶體（蘇打晶體，晶體），於空氣中風化可獲致一種
單水合物（具有 1 個 H2O）。被用於多數之工業；用於玻璃製造及陶瓷作為一種助熔劑；用於紡織工
業、製造洗滌製品、染色、絲之錫膠；作為一種防垢劑（見第 38.24 節註解；用於製造氫氧化鈉、鈉鹽
及靛藍；用於鎢、鉍、銻或釩之冶金；用於照像；用以純化工業用水（石灰蘇打方式），及與石灰混
合用以純化煤氣。
（b）碳酸氫鈉（酸性碳酸鹽，重碳酸鈉）（NaHCO3）。通常是一種結晶粉末或白色晶體，可溶於水，尤其
是熱水，在潮濕空氣中易變質。被用於醫藥（用以治療腎砂或尿砂(Graavel)）；用以製造易消化藥片
及汽水飲料；用於製備烘焙粉；用於瓷器工業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鈉（鈉鹼等）（第 25.30 節）。
（3）鉀之碳酸鹽(Potassium Carbonates)
（a）碳酸鉀（中性碳酸鹽）（K2CO3）。不正確地被稱之為「鉀鹽」；不可與第 28.15 節之氫氧化鉀（苛性
鉀鹼）相混淆。它得自蔬菜灰、甜菜洗滌剩餘物及羊毛脂，但主要得自氯化鉀。為白色之結晶團塊，
非常易潮解，可溶於水。被用於製造玻璃或陶瓷；用以漂白亞麻或洗滌織品；用於清潔塗漆；用於製
備鉀鹽、氰化物、普魯士藍；作為一種防垢劑等。
（b）碳酸氫鉀（酸性碳酸鹽，重碳酸鉀）（KHCO3）。製備自以二氧化碳作用於中性之碳酸鉀；為白色晶
體，可溶於水，略微潮解。被用於滅火器；用於製備烘焙粉，用於醫藥及造酒業（抗酸）。
（4）沉澱碳酸鈣。列入本節之沉澱碳酸鈣（CaCO3）源自以二氧化碳處理鈣鹽之溶液。被用作為一種添充劑，用
於製備牙膏及面粉，用於醫藥（治療佝僂症）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石灰石（第二十五章）及白堊（天然之碳酸鈣），無論是否經洗滌或磨碎（第 25.09
節）及粉末狀之碳酸鈣，其粒子被覆以一層脂肪酸（例如硬脂酸）之撥水膜(Water-repellent Film)（第 38.24
節）。
（5）沉澱碳酸鋇。列入本節之沉澱碳酸鋇（BaCO3）得自碳酸鈉及硫酸鋇。為白色粉末，易溶於水。被用於純化
工業用水；用以製造殺寄生蟲藥、光學玻璃及純氧化鋇；用於琺瑯作為一種顏料及助熔劑；用於橡膠、紙、
皂或糖工業；用於焰火製造（綠色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鋇（毒重石）（第 25.11 節）。
（6）鉛之碳酸鹽(Lead Carbonates)
人造碳酸鉛，包括於本節：
（a）中性碳酸鉛（PbCO3）。為白色粉末，結晶或非結晶形，不溶於水。它用於陶瓷及製造顏料、膠黏劑
及靛藍。
（b）鹼性碳酸鉛之分子式為 2PbCO3.Pb(OH)2，呈粉狀、餅狀、鱗狀或膏狀中被稱為「鉛白」。鉛白得自醋
酸鉛，醋酸鉛又源自醋酸作用於鉛皮或一氧化鉛；鉛白為一種乾性之顏料，被用於製造油漆、助熔劑、
特殊之膠黏劑（例如用以蒸氣管接合）及鉛橙。鉛白（單獨使用或混合硫酸鋇、氧化鋅、石膏或高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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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使用）可用以獲得克里姆斯白色(Krems White)、威尼斯白色(Venetian White)、漢堡白色(Hamburg
White)。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鉛（白鉛礦）（第 26.07 節）。
（7）碳酸鋰。中性碳酸鋰（Li2CO3），是以碳酸鈉和硫酸鋰作用沉澱而得；為白色結晶粉末，無味，不被空氣影
響，難溶於水。被用於醫藥（尿之特異質）及製備人工礦泉水之混合物。
（8）沉澱碳酸鍶。包括於本節之沉澱碳酸鍶（SrCO3）是一種非常細之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焰火製造（紅
色光）及製備虹色玻璃、發光漆、氧化鍶或鍶鹽。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鍶（碳酸鍶礦）（第 25.30 節）。
（9）碳酸鉍。包括於本節之人造碳酸鉍，實際上是鹼性碳酸鉍（碳酸氧鉍）（(BiO)2CO3），為白色或黃色非晶
形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醫藥上或製造化粧品。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氫鉍(bismutite)（第 26.17 節）。
（10）沉澱碳酸鎂。包括於本節之沉澱碳酸鎂是一種鹼性水合碳酸鹽。得自碳酸鈉及硫酸鎂之雙分解。為無味白
色產品，實際不溶於水。輕質碳酸鹽(Light Carbonate)是製藥上之白色氧化鎂，做為瀉藥者通常是以立方體
形態存在。重質碳酸鹽(Heavy Carbonate)是一種粒狀白色粉末。碳酸鎂用於紙品或橡膠上作為一種填充劑；
亦被用於化粧品及作為一種隔熱物質。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鎂（菱鎂礦）（第 25.19 節）。
（11）碳酸錳。人造碳酸錳（MnCO3），呈無水或水合（具有 1 個 H2O），被包括於本節中，是一種黃色、粉紅
色或褐色之細末，不溶於水。被用於漆、橡膠及陶瓷作為一種顏料；亦被用於醫藥方面。
本節不包括天然碳酸錳（菱錳礦）（第 26.02 節）。
（12）碳酸鐵。人造碳酸鐵（FeCO3）呈無水或水合（具有 1 個 H2O），被包括本節，它得自硫酸鐵與碳酸鈉之雙
分解。為灰色晶體，不溶於水，會被空氣氧化，尤其是潮濕空氣。被用於製造鐵鹽及應用醫藥上。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鐵（菱鐵礦鐵碳酸鹽）（第 26.01 節）。
（13）碳酸鈷。碳酸鈷（CoCO3），為無水或水合（具有 6 個 H2O）之一種結晶粉末，呈粉紅色、紅色或綠色，它
不溶於水，被用於琺瑯作為一種顏料，及用以製備鈷氧化物或鹽類。
（14）碳酸鎳。正常之人造碳酸鎳（NiCO3）是一種淡綠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琺瑯作一種顏料及用於製造氧
化鎳。水合之鹼性碳酸鹽，為綠色晶體，被用於陶瓷、玻璃製造、電鍍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鹼性碳酸鎳（翠鎳礦）（第 25.30 節）。
（15）碳酸銅。人造碳酸銅，亦被為人造孔雀石或人造天青色銅，為綠藍色粉末，具有毒性且不溶於水，成分為
中性碳酸銅（CuCO3）或各種鹼性碳酸鹽鈉。製備自碳酸鈉及硫酸銅。無論其為純質或混合（藍色或綠色
碳酸銅，礦山藍或礦山綠）被用作為顏料；作為殺蟲劑或殺黴劑；用於醫藥上（收斂劑及抗磷毒之解毒劑）；
用於電鍍；用於焰火製造等。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水合或無水（孔雀石或藍銅礦）之碳酸銅（第 26.03 節）。
（16）沉澱碳酸鋅。包括於本節之沉澱碳酸鋅（ZnCO3）是得自碳酸鈉及硫酸鋅之雙分解，為白色結晶粉末，實
際不溶於水。被用於漆、橡膠、陶瓷及化粧品作為一種顏料。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碳酸鋅（菱鋅礦）（第 26.08 節）。

（B）過氧碳酸鹽（過碳酸鹽）
（1）過氧碳酸鈉。製備自以液態二氧化碳處理水合或無水之過氧化鈉。為白色粉末，能溶於水以形成氧及中性
之碳酸鈉。被用於漂白、製備家用清潔劑及照像。
（2）過氧碳酸鉀。得自電解時在 10℃～15℃產生的一種中性碳酸鉀之飽和溶液。為白色晶體，非常容易吸濕且
可溶於水，在潮濕空氣中會變成藍色。被作為強氧化劑，有時被用以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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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過氧碳酸鹽，例如過氧碳酸銨或過氧碳酸鋇。

28.37-氰化物，氧氰化物及氰錯離子化合物。
-氰化物及氧氰化物：
2837.11--鈉之氰化物及氧氰化物
2837.19--其他
2837.20-氰離子錯合物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氰化物、氧氰化物及氰離子錯合物。

（A）氰化物(Cyanides)
氰化物是氰化氫(氫氰酸)（HCN）（第 28.11 節）之金屬鹽類。這些鹽類非常毒。
（1）氰化鈉（NaCN）。得自以焦炭或碳氫氣與大氣中之氮作用於碳酸鈉，或得自以木炭處理胺基氰鈣（見第 31.02
節）或得自以粉碎之煤、鈉及氣態氨之作用。呈白色粉末、板片或膏狀，其結晶體極易吸濕，非常易溶於水
及具有苦杏仁味。被置於熔點，它會吸收氧氣；亦可用以獲致水合物。常被存於密封之容器中。被用於金或
銀之冶金上，或用於金或銀之電鍍上，也用於照像、石版印術上。它可作為一種殺寄生蟲劑或殺蟲劑等。亦
被用於製備氰化氫、其他氰化物及靛青精；用於浮選製程（特別用以自閃鋅礦分離出方鉛礦及自黃銅礦分離
出黃鐵礦）。
（2）氰化鉀（KCN）。得自類似氰化鈉之方法，與氰化鈉有類似之特性及用途。
（3）氰化鈣（Ca(CN)2）。呈白色或灰色粉末，依其純度而異，可溶於水。被用以消滅蟲類、菌類或有毒之動
物。
（4）氰化鎳（Ni(CN)2）。呈水合，綠色板片或粉末；呈非晶形，則為一種黃色粉末。被用於冶金及電鍍。
（5）銅之氰化物（Copper Cyanides）
（a）氰化亞銅（CuCN）。為白色或灰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氰化銅相同之用途及用於醫藥上。
（b）氰化銅（Cu(CN)2）。為非晶形粉末，不溶於水，易被分解。被用於鐵鍍銅及有機合成。
（6）氰化鋅（Zn(CN)2）。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電鍍。

本節不包括汞之氰化物(第 28.52 節)及非金屬之氰化物，例如氰化溴（第 28.53 節）。

（B）六氰鐵酸鹽（Ⅱ）（亞鐵氰化物）
六氰鐵氧酸鹽（Ⅱ）（亞鐵氰化物）是六氰鐵酸氫（Ⅱ）（H4Fe(CN)6）（第 28.11 節）之金屬鹽類。得自以
氫氧化鈣處理廢氧化物或得自以氫氧化亞鐵作用於氰化物。它會被熱所分解。
最重要種類為：
（1）六氰鐵酸四銨（(HN4)4Fe(CN)6）。其晶體可溶於水。被利用於「黑鎳電鍍」(Black Nickel-Plating）及合成氨之
一種觸媒。
（2）六氰鐵酸四鈉（Na4Fe(CN)6.10H2O）。為黃色晶體，不受空氣影響，可溶於水，尤其是熱水。被用於製備氰
化氫及普魯士藍、硫代靛藍(Thio-indigo)；被用於「淬鍊鋼」(Case-harden Steel)；用於照像；用於染色（作為
一種媒染劑或為一種藍色彩）；用於印染（於苯胺黑印染作為一種氧化劑）及作為一種殺黴劑。
（3）六氰鐵酸四鉀（K4Fe(CN)6.3H2O）。為黑色晶體，易風化，可溶於水，特別是熱水。與六氰鐵酸四鈉有相同
之用途。
（4）六氰鐵酸二銅（Cu2Fe(CN)6.xH2O）。為紫棕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以製造藝術家使用之佛羅倫斯深褐色及
范大克氏深褐色(Florentine or Van Dyck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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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雙六氟鐵酸鹽（例如六氰鐵酸二鉀二鋰 Li2K2(Fe(CN)6).3H2O）。
本節不包括根基於六氰鐵酸鹽之普魯士藍(Prussian blue)（柏林藍「Berlin blue」）及其他顏料（第 32.06 節）。

（C）六氰鐵酸鹽（Ⅲ）（鐵氰化物）
六氰鐵酸鹽（Ⅲ）（鐵氰化物）是六氰鐵酸氫（Ⅲ）（H3Fe(CN)6）（第 28.11 節）之鹽類。
最重要種類有：
（1）六氰鐵酸三鈉（Na3Fe(CN)6.H2O）。得自以氯作用於六氰鐵酸鹽（Ⅱ）；為紫醬色晶體，易潮解，可溶於水
及具有毒性；於水溶液中它呈綠色且會被光分解。被用於染色及染印；用於照像；用以表面硬化；用於電
鍍；及用於有機合成作為一種氧化劑。
（2）六氰鐵酸三鉀（K3Fe(CN)6）。與六氰鐵酸三鈉有類似之外觀，但較不易潮解。且有相同之用途。

（D）其他化合物
這些包括五氰亞硝醯鐵酸鹽（Ⅱ）、五氰亞硝醯酸鹽（Ⅲ）、氰基鎘酸鹽、氰基鉻酸鹽、氰基錳酸鹽、氰基
鈷酸鹽、氰基鎳酸鹽、氰基銅酸鹽、氰基汞酸鹽等無機鹼。
本群包括，例如，五氰亞硝醯酸鈉鹽（Ⅲ）(硝普酸納或亞硝基鐵氰化鈉 (Na2Fe(CN)5NO．2H2O)，用於化學分析。
然而，氰基汞酸鹽被排除在外(第 28.52 節)。

[28.38]

28.39-矽酸鹽；工業用鹼金屬矽酸鹽。
-鈉之矽酸鹽：
2839.11--偏矽酸鈉
2839.19--其他
2839.90-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矽酸鹽，衍自二氧化矽在自由狀態下之非離析之各種矽酸（第 28.11
節）之金屬鹽。
（1）矽酸鈉。得自熔融砂及碳酸鈉或硫酸鈉。它們之成分有非常多種（單矽酸鹽，偏矽酸鹽、聚矽酸鹽）等，
它們之水合程度及溶解度也依製造方法及純度而定。呈現無色晶體或粉末，玻璃狀團塊（水玻璃）或多或
少較稠黏之水溶液。它們可做為礦石表層之解除凝聚(Deflocculate)之用及被用作為浮選之調整劑。可作為填
充劑用於製造矽皂；作為黏合劑及膠黏劑於製造硬紙板及凝聚煤(Agglomerated Coal)；作為防火材料；用以
保存蛋；用於製造不發霉之膠黏劑（Non-Putrefying Adhesives）
；用於製備抗腐蝕水泥(Corrosion-resistant Cements)
之凝結劑、製備封泥(Lutings)及人造石頭之硬化劑；用以製造洗濯製品；用以浸漬金屬；作為抗銹劑製品（參
見第 38.24 節註解）。
（2）矽酸鉀。被用於類似矽酸鈉之用途。
（3）矽酸錳（MnSiO3）。為橘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作為陶瓷之色料及用於漆或凡立水作為一種乾燥劑。
（4）沉澱矽酸鈣。為白色粉末，得自矽酸鈉或矽酸鉀。被用於製造防火之砌牆泥，及牙科填補料。
（5）矽酸鋇。為白色粉末，被用以製造氧化鋇及光學玻璃。
（6）矽酸鉛。呈現出粉末或玻璃狀之團塊；被用於陶瓷作為一種釉。
（7）其他矽酸鹽。包括上述除外之工業用鹼金屬矽酸鹽。這些包括矽酸銫（黃色粉末，被用於陶瓷）、矽酸鋅
（被覆螢光管）、矽酸鋁（製造瓷器及耐火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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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天然矽酸鹽，例如：
（a）矽灰石（矽酸鈣），薔薇輝石（矽酸錳），矽鈹石（矽酸鈹），及鈦鐵礦（矽酸鈦）（第 25.30 節）。
（b）礦石例如矽酸銅（矽孔雀石，透視石），氫矽酸鋅（異極礦），及矽酸鋯（鋯石）（第 26.03、26.08 及 26.15
節）。
（c）第七十一章之寶石。

28.40-硼酸鹽；過氧硼酸鹽（過硼酸鹽）。
-四硼酸二鈉（精製硼砂）：
2840.11--無水
2840.19--其他
2840.20-其他硼酸鹽
2840.30-過硼酸鹽
（A）硼酸鹽(Borates)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硼酸鹽，或正硼酸（H3BO3）（第 28.10 節）之各種硼酸金屬鹽。
本節包括自結晶或一種化學方法之硼酸鹽，亦包括蒸發取自特定鹽池之錯合鹽水所得之天然硼酸鹽。
（1）硼酸鈉。最重要的有四硼酸鹽（四硼酸二鈉，精製硼砂）（Na2B4O7）。得自結晶天然硼酸鹽之溶液，或得
自以碳酸鈉處理天然硼酸鈣或硼酸。無水或水合具有 5 個 H2O 或 10H2O。加熱然後冷卻，它可用以獲致一種
玻璃狀團塊（熔融硼砂，硼砂玻璃，硼砂珠）。被用以僵硬亞麻布或紙；用於焊接金屬（硬焊料之助熔劑）；
作為琺瑯之一種助熔劑；用於製造可玻璃化之色料、特殊玻璃（光學玻璃，電燈泡玻璃）、膠水或磨光劑；
用以純化金；及用以製備硼酸鹽及蒽醌染料。
尚有其他硼酸鈉（偏硼酸鈉，二硼酸氫鈉）被用於實驗中。
（2）硼酸銨。最重要的有偏硼酸銨（NH4BO2.2H2O）。為無色晶體，非常易溶於水，易風化。被熱分解會產生一
種可熔解之硼酐凡立水；因此它的用途是作為一種防火材料。亦被用於髮乳作為一種固定劑；用於電解容
器作為一種電解質成分，及用於紙之被覆。
（3）沉澱硼酸鈣。得自以氯化鈣處理天然之硼酸鹽；為白色粉末，被用於火之延遲劑(Fire Retardant)之成分、防
凍製品及陶瓷之絕緣體。它亦可作為一種防腐劑。
（4）硼酸錳。主要是四硼酸錳（MnB4O7），為粉紅色粉末，難溶於水。被用於油漆或凡立水作為一種乾燥劑。
（5）硼酸鎳。為淡綠色晶體，被用作為一種觸媒。
（6）硼酸銅。為藍色晶體，非常硬，不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顏料（陶瓷色料）及作為一種防腐劑及殺蟲劑。
（7）硼酸鉛。為灰色粉末，不溶於水。它被用於製備乾燥劑，用於玻璃製造，用於陶瓷作為一種顏料及用於電
鍍。
（8）其他硼酸鹽。硼酸鈣被用作螢光管之一種被覆。硼酸鈷被用作為一種乾燥劑；硼酸鋅可作為一種防腐劑，
或被用於防火織品，或用於陶瓷作為一種助熔劑，硼酸鍺作為一種不透明劑。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硼酸鈉（斜方硼砂、硼砂），其被用於製備本節之硼酸鹽類，及天然硼酸鈣（細晶硼酸鈣
合），其被用於製造硼酸（第 25.28 節）。

（B）過氧硼酸鹽（過硼酸鹽）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尚包括比硼酸鹽更容易被氧化及會釋放出氧之金屬之過氧硼酸鹽。
它們通常是錯合產物，其化學式配合數種酸類例如 HBO3 或 HBO4。
主要之過氧硼酸鹽是：
─ 275 ─

Ch.28
（1）過氧硼酸鈉（過硼砂）。得自過氧化鈉作用於硼酸之水溶液，或得自以過氧化氫處理硼酸鈉之一種水溶液。
為白色非晶形粉末或晶體（具有 1 或 4 個 H2O）。被用以漂白亞麻布、織品及稻草；用以保存生皮；用於製
造家庭用之洗濯製品、清潔劑和防腐劑。
（2）過氧硼酸鎂。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醫藥及製造牙膏。
（3）過氧硼酸鉀。與過氧硼酸鈉有類似之特性及用途。
（4）其他過氧硼酸鹽有：過氧硼酸銨，過氧硼酸鋁，過氧硼酸鈣或過氧硼酸鋅，後者為白色粉末，被用於醫藥
及製造牙膏。

28.41-氧金屬或過氧金屬酸鹽。
2841.30-二鉻酸鈉
2841.50-其他鉻酸鹽及重鉻酸鹽；過氧鉻酸鹽
-亞錳酸鹽，錳酸鹽及過錳酸鹽：
2841.61--過錳酸鉀
2841.69--其他
2841.70-鉬酸鹽
2841.80-鎢酸鹽
2841.90-其他
本節包括氧金屬及過氧金屬酸（相當於組成無水物之金屬氧化物）之鹽類。
本節所包括之主要化合物群是：
（1）鋁酸鹽。氫氧化鋁之衍生物。
（a）鋁酸鈉。得自以氫氧化鈉溶液處理鋁土礦。為一種白色粉末，可溶於水，常呈水溶液或膏狀。被用於
染色上作為一種媒染劑（鹼性媒染劑）；用於製備色澱；用以膠化紙；作為一種皂類填充劑；用以硬
化熱石膏；用以製造不透明玻璃、純化工業用水等。
（b）鋁酸鉀。製備自溶解鋁土礦於氫氧化鉀中。為白色之微晶石團塊，具有吸濕性，可溶於水。與鋁酸鈉
有相同之用途。
（c）鋁酸鈣。得自電爐中熔融之鋁土礦及氧化鈣；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染色（媒染劑）；用以
純化工業用水（離子交換劑）；用於製紙（膠化劑）、製造玻璃、皂、特殊水泥、磨光製品及其他鋁
酸鹽。
（d）鋁酸鉻。得自加熱氧化鋁、氟化鈣及重鉻酸銨之一種混合物。作為陶瓷色料。
（e）鋁酸鈷。製備自鋁酸鈉及一種鈷鹽。它單獨或與氧化鋁混合組合鈷藍（田納德氏藍「Thenard's blue」）。
被用於製備天空藍(cerulean blue)（與鋁酸鋅）
、淡青藍(azure blue)、大青藍(smalt blue)、薩克森藍色(Saxony
blue)、塞弗爾藍色(Sevres blue)等。
（f）鋁酸鋅。為白色粉末，被用於與鋁酸鈉類似之用途。
（g）鋁酸鋇。製備自鋁土礦、重晶石及煤，為白色或褐色團塊。被用以純化工業用水及作為一種抗銹化合
物。
（h）鋁酸鉛。得自加熱氧化鋁及氧化鉛之一種混合物。呈現固態，不容易熔化。被用作為一種白色顏料，
及用以製備耐火磚及襯裡。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鋁酸銨（金綠玉「chrysoberyl」）（第 25.30、71.03 或 71.05 節依情況而定）。
（2）鉻酸鹽。中性或酸性之鉻酸鹽（二鉻酸鹽）、三鉻酸鹽、四鉻酸鹽及過鉻酸鹽衍自各種鉻酸，特別是正鉻
酸（H2CrO4）或衍自重鉻酸（H2Cr2O7）其未經離析呈現純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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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具有毒性之鹽類有：
（a）鉻酸鋅。以二鉻酸鉀處理鋅鹽號號以獲致水合或鹼性之鉻酸鋅。呈粉末，且不溶於水，單獨化合物或
混合物構成鋅黃顏料。與波斯藍混合後製成鋅綠。
（b）鉻酸鉛。中性合成之鉻酸鋁自醋酸鉛作用於二鉻酸鈉而得。為黃色或有時橘色或紅色之粉末，依沉澱
之方法而異。單獨或經混合，此顏料組成鉻黃，被用於琺瑯，製造漆或凡立水等。
單獨或經混合之鹼性鉻酸鹽，組成鉻紅(C hrome Red)或波斯紅(Persian Red)。
（c）鉻酸鈉。鉻酸鈉（Na2CrO4.10H2O）是得自製造鉻時焙燒混合煤及碳酸鈉之天然氧鉻化鐵（鉻鐵礦）。
呈現大塊黃色晶體，易潮解及非常易溶於水。被用於染色（媒染劑）；用於鞣革；用以製備墨水、顏
料或其他鉻酸鹽或重鉻酸鹽。被用於與硫化銻混合以製備照像閃光燈粉末。
重鉻酸鈉（Na2Cr2O7.2H2O），製備自鉻酸鈉，形成易潮解之紅色晶體，可溶於水。數被熱轉化成
無水及較不易潮解之重鉻酸鹽（例如經熔解或鑄造之鉻酸鹽）常含有少量之硫酸鈉。被用於鞣革（鉻
鞣）；用於染色（媒染劑及氧化劑）；用於有機合成作為一種氧化劑；用於照像、印刷、焰火製造、
純化或著色脂類；用以製備重鉻酸鹽電池及重鉻酸明膠（其在光影響下，會轉變成不溶於熱水之產
品）；用於浮選製程（減少浮力）；用於石油加工廠；作為一種防腐劑。
（d）鉻酸鉀。鉻酸鉀（K2CrO4）（黃色鉻酸鉀是製備自鉻鐵礦。為黃色晶體，可溶於水，具有毒性。
重鉻酸鉀（K2Cr2O7）（紅色鉻酸鉀）亦是得自鉻鐵礦。為橘色晶體，可溶於水，且非常毒。重鉻酸鹽
塵(Dichromate Dust)及蒸汽會傷害鼻骨及軟骨；其溶液造成人畜過敏。
鉻酸鉀與重鉻酸鉀被使用在與鉻酸鈉及重鉻酸鈉類似之用途。
（e）鉻酸銨。鉻酸銨（(NH4)2CrO4），製備自以氨飽和三氧化鉻之溶液。為黃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於照
像及染色。重鉻酸銨（(NH4)2Cr2O7），得自天然之氧化鉻化鐵（鉻鐵礦）；為紅色晶體，可溶於水。
被用於照像；用於染色（媒染劑）、鞣革；用於純化脂類或油類；用於有機合成等。
（f）鉻酸鈣（CaCrO4.2H2O）。製備自重鉻酸鈉與白堊；加熱變成無水物及轉變成黃色。被用於製造黃色料
例如「黃群青」(yellow ultramarine)，亦可單獨使用鉻酸鈣之名。
（g）鉻酸錳。中性鉻酸鹽（MnCrO4），製備自一氧化錳及鉻酐。為褐色晶體，可溶於水。用於染色上作為
一種媒染劑。
（h）鉻酸鐵。鉻酸鐵（Fe2(CrO4)3），製備自氯化鐵溶液及鉻酸鉀，是一種黃色粉末，不溶於水。
亦有單獨或作混合物之鹼性鉻酸鐵，以希德林黃色(siderine yellow)之命名用於油漆。與普魯士藍組合可
獲致倣鋅綠之綠色。亦被用於冶金。
（ij）鉻酸鍶（SrCrO4）。類似鉻酸鈣。單獨或混合組成鍶黃。被用於製備藝術家使用之漆。
（k）鉻酸鋇（BaCrO4）。得自沉澱氯化鋇及鉻酸鈉之溶液。為鮮黃色粉末，不溶於水且具有毒性。單獨或
經混合組成鋇黃(Barium yellow)，如同得自鉻酸鈣之類似產品，有時被稱之為「黃群青」。被用以製備
藝術家用漆及用於琺瑯及玻璃工業；亦被用於製造火柴及用於染色上作為一種媒染劑。
本節不包括：
（a）天然鉻酸鉛（鉻酸鉛礦）（第 25.30 節）。
（b）與鉻酸鹽製備而成之顏料（第 32.06 節）。
（3）錳酸鹽，過錳酸鹽。這些鹽類關聯錳酸（H2MnO4）（未離析）、過錳酸（HMnO4）（僅存於水溶液中）。
（a）錳酸鹽。錳酸鈉（Na2MnO4），製備自熔融天然二氧化錳（第 26.02 節─軟錳礦）與氫氧化鈉之一種混
合物；為綠色晶體，可溶於冷水，被熱水分解，被用於黃金之冶煉。
錳酸鉀（K2MnO4），為綠黑小色小晶體，被用以製備過錳酸鹽。
錳酸鋇（BaMnO4），得自加熱混合硝酸鋇之二氧化錳。為翡翠綠粉末。與硫酸鋇組成錳藍。被用以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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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藝術用漆。
（b）過錳酸鹽。過錳酸鈉（NaMnO4.3H2O)，製備自錳酸鹽；為紅黑色晶體，易漸解及可溶於水。被用作為
一種消毒劑，及用於有機合成及用以漂白木材。
過錳酸鉀（KMnO4），製備自錳酸鉀，或可得自氧化二氧化錳與氫氧化鉀之一種混合物。具有一種金
屬色澤之紫色晶體，可溶於水，會著色於皮膚；亦為紫紅色水溶液或板片。為極強氧化劑，被用於化
學上作為一種試劑，用於有機合成（製造糖精）；冶金（鎳之精製）；用以漂白脂肪物質、樹脂、絲
紗或纖維或稻草；用以純化水；作為一種防腐劑；作為一種染料（用以染棉、木材及用於髮染劑）；
用於防毒面具、醫藥。
過錳酸鈣（Ca(MnO4)2.5H2O），製備自電解鹼性鎂酸鹽及氯化鈣；形成黑紫色晶體，可溶於水。氧化劑
及消毒劑，被用於染色、有機合成，用以純化水、漂白紙漿。
（4）鉬酸鹽。鉬酸鹽，仲鉬酸鹽及聚鉬酸鹽（二 (di-)、三 (tri-)、四 (tatra)）是衍自正鉬酸（H2MoO4）或得自其
他鉬酸。
某些方面類似鉻酸鹽。
這些鹽類主要有：
（a）鉬酸銨。得自鉬之冶金。為水合之晶體，具有綠色或黃色之淡色色調，它會被熱所分解。被用作為一
種化學試劑，用於製備顏料或防火物質，用於玻璃工業等。
（b）鉬酸鈉。為水合晶體，光亮可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試劑，用於製造顏料及醫藥。
（c）鉬酸鈣。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冶金。
（d）鉬酸鉛。人造鉬酸鉛與鉻酸鉛共沉澱所獲之深紅色鉻顏料。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鉬酸鉛（彩鉬鉛礦）（第 26.13 節）。
（5）鎢酸鹽。鎢酸鹽，仲鎢酸鹽及過鎢酸鹽是衍自正鎢酸（H2WO4）及其他鎢酸。
這些鎢類主要有：
（a）鎢酸銨。得自溶解鎢酸於氨中；為白色結晶粉末，水合，可溶於水；被用於防火纖維及製備其他鎢酸
鹽。
（b）鎢酸鈉。得自黑鎢礦（第 26.11 節）及碳酸鈉作為鎢之冶煉；為白色小葉或晶體，水合，具有一種珍
珠光澤，可溶於水。與鎢酸銨有相同之用途；亦被用於織品印花上作為一種媒染劑，用以製備色澱及
觸媒及用於有機合成。
（c）鎢酸鈣。為白色光澤之鱗片，不溶於水；被用以製備Ｘ光遮蔽劑或螢光管。
（d）鎢酸鋇。為白色粉末，用於藝術家用漆，單獨或經混合，被稱為鎢白(tungsten white)或鎢酸白(tungstate
white)。
（e）其他鎢酸鹽。這些包括鉀之鎢酸鹽（用於防火纖維），鎂之鎢酸鹽（用以製備Ｘ光遮蔽劑），鉻之鎢
酸鹽（綠色顏料）或鉛之鎢酸鹽（顏料）。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之鎢酸鈣（白鎢礦），是一種礦石（第 26.11 節）。
（b）天然之錳鎢酸鹽（鎢錳礦）或鐵鎢酸鹽（鎢鐵礦）（第 26.11 節）。
（c）發光之鎢酸鹽（例如鈣或鎂之鎢酸鹽）被歸類為無機發光團（第 32.06 節）。
（6）鈦酸鹽（正、偏及過氧鈦酸鹽，呈中性或酸性）是衍自根基於二氧化鈦（TiO2）之鈦酸或氫氧化鈦。
鈦酸鋇及鈦酸鉛是白粉末，被用作為顏料。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鈦酸鐵（鈦鐵礦）（第 26.14 節），及無機之氟鈦酸鹽（第 28. 26 節）。
（7）釩酸鹽（正、偏、焦，次釩酸鹽，呈中性或酸性）是得自各種之釩酸其衍自五氧化二釩（V2O5）或衍自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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釩之氧化物。
（a）釩酸銨（偏釩酸銨）（NH4VO3）。為黃白色結晶粉末，難溶於冷水，非常容易溶於熱水及獲致一種黃
色溶液。被用作為一種催化劑；用於織品染色或印花作為一種媒染劑；用於漆或凡立水作為一種乾燥
劑；用於陶器作為一種著色物質；及用於製備書寫或印刷墨水等。
（b）釩酸鈉（正及偏釩酸鈉）。水合之白色粉末，為一結晶體，可溶於水。被用於苯胺黑之染色及印刷。
（8）鐵酸鹽及亞鐵酸鹽。鐵酸鹽及亞鐵酸鹽分別衍自氫氧化鐵（Fe(OH)3）及氫氧化亞鐵（Fe(OH)2）。鐵酸鉀是
一種黑色粉末，溶於水可以獲致一種紅色液體。
「鐵酸鹽」之名稱被錯誤地用於指組成陶瓷色料之鐵氧化物及其他金屬氧化物之簡單混合物，而被歸類
於第 32.07 節。
本節也不包括亞鐵酸鐵，事實上它是（第 26.01 節）之磁性氧化鐵（Fe3O4）及第 26.19 節之鐵鎚銹鱗。
（9）鋅酸鹽。此化合物衍自兩性之氫氧化鋅（Zn(OH)2）。
（a）鋅酸鈉。得自以碳酸鈉作用於氧化鋅，或得自以氫氧化鈉作用於鋅。被用於製備硫化鋅及被用於漆。
（b）鋅酸鐵。被用作為陶瓷色料。
（c）鋅酸鈷，純質或與氧化鈷或其他鹽類混合可組成鈷綠(cobalt green)或林曼氏綠(Rinmann's green)。
（d）鋅酸鋇。製備自以硫酸鋅之氨溶液沉澱氫氧化鋇之水溶液；為白色粉末，可溶於水。被用於製造硫化
鋅其被用於漆。
（10）錫酸鹽（正及偏錫酸鹽）是衍自錫酸。
（a）錫酸鈉（Na2SnO3.3H2O）。得自熔融錫、氫氧化鈉、氯化物及硝酸鹽之混合物；為堅硬之團塊或不規則
之凝塊，不溶於水。呈現白色或具有其他顏色依不純物（鈉或鐵鹽）之比例而定。被用於紡織染色或
印花（媒染劑）；用於玻璃或陶瓷工業；用於自砷分離出鉛；用於絲之膠料(tin size forsilk)及有機合成。
（b）錫酸鋁。製備自加熱硫酸錫及硫酸鉛之混合物；為白色粉末。被用於琺瑯或陶瓷工業上作為一種不透
明劑。
（c）錫酸鉻。陶瓷或藝術家用漆之粉紅色顏料之主要成分。亦被用於絲之膠料。
（d）錫酸鈷。單獨或經混合組成一種天空藍之顏料，被用於漆。
（e）錫酸銅。單獨或經混合使用，它被稱為「錫綠」(tin green)。
（11）銻酸鹽。相當於氧化銻（Sb2O5）之各種酸之鹽類；有些類似砷酸鹽。
（a）偏銻酸鈉(leuconine)。製備自氫氧化鈉及五氧化二銻；為一種白色結晶之粉末，難溶於水。琺瑯或玻
璃工業用作為不透明劑；被用於製備硫代銻酸鈉（Schlippe's salt）（第 28.42 節）。
（b）鉀之銻酸鹽。最重要的有銻酸氫鉀，它製備自鍛燒混合硝酸鉀之銻金屬，為一種白色結晶之粉末。
被用作醫藥（作為一種瀉藥）及作為一種陶瓷顏料。
（c）銻酸鉛。得自熔融五氧化銻與鉛丹；為黃色粉末，不溶於水。單獨或與氧氫化鉛混合，組成那不勒斯
黃(Naples yellow)（銻黃），作為一種顏料，用於陶瓷、玻璃或藝術家用漆。
本節不包括銻化物（第 28.53 節）。
（12）鉛酸鹽。衍自兩性之二氧化鉛（PbO2）。
鉛酸鈉被用作為一種著色物質。鈣之鉛酸鹽（黃色），鍶之鉛酸鹽（栗色）或鋇之鉛酸鹽（黑色）被
用於製造火柴及用於焰火製造。
（13）其他氧金屬酸或過氧金屬酸之鹽類包括：
（a）鉭酸鹽及鈮酸鹽(tantates and niobates)。
（b）鍺酸鹽(germanates)。
（c）錸酸鹽及過錸酸鹽(rhenates and perrhen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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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鋯酸鹽(zirconates)。
（e）鉍酸鹽(bismuthates)。
本節不包括下列這些化合物：
（a）貴金屬（第 28.43 節）。
（b）放射性化學元素或放射性同位素（第 28.44）節。
（c）釔、鈧或稀土金屬（第 28.46 節）。
（d）汞(第 28.52 節)
氟錯合鹽類列入第 28.26 節，例如氟鈦酸鹽。

28.42-其他無機酸或過氧酸之鹽類（包括鋁矽酸鹽水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但不包
括疊氮化合物。
2842.10-矽酸複鹽或錯鹽（包括鋁矽酸鹽水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者）
2842.90-其他
除本分章總則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節包括：

(Ⅰ)別處未詳述之非金屬無機酸或過氧酸之鹽類
這些鹽類之實例包括下列各項：
（A）雷酸鹽、氰酸鹽、異氰酸鹽及硫氰酸鹽。非離析之氰酸（HO－C≡N）或異氰酸（NH＝C＝O）的金屬鹽類、
+

-

或氰酸另一種異構物雷酸(H-C≡N O )之金屬鹽類、或硫氰酸（HS－C≡N）之金屬鹽類。
（1）雷酸鹽(Fulminates)。雷酸鹽是成分不太清楚的化合物，非常不安定，稍微搖動或熱之作用（例如一點
火花）下會爆作。它被組成引爆火藥及被用於製造雷汞爆管或發爆器。
（2）氰酸鹽。氰酸銨、氰酸鈉或氰酸鉀被用以製造各種有機化合物。亦有鹼土金屬的氰酸鹽。
（3）硫氰酸鹽。硫氰酸鹽（硫代氰酸鹽）是一種非離析之硫氰酸（HS－C≡N）之金屬鹽類。最重要的種類
有：
（a）硫氰酸銨（NH4SCN）。為無色晶體，易潮解，非常易溶於水，在空氣中與光作用下會變為紅色，
它加熱會被分解。被用於電鍍、照像、染色或印花（特別是用於防止上漿後的的絲織品變質）；
用以製備致冷劑混合物、氰化物或六氰鐵酸鹽（Ⅱ）、硫脲、胍、塑膠、粘著劑、除草劑等。
（b）硫氰酸鈉（NaSCN）。外觀與硫氰酸銨相同，或呈粉末狀。具有毒性。被用於照像、染色及印花
（媒染劑）、醫藥；可作為一種實驗試劑；用於電鍍、製備人造芥子油(Artificial Mustard Oil)及橡
膠工業等。
（c）硫氰酸鉀（KSCN）。具有與硫氰酸鈉相同之特性。被用於紡織工業、照像、有機合成（例如硫
脲、人工芥子油及染料）、製備硫氰酸鹽、致冷劑混合物、殺寄生蟲劑等。
（d）硫氰酸鈣（Ca(SCN)2．3H2O）。為無色晶體，易潮解及溶於水。被用於染色或印花中的媒染劑、
作為纖維素的溶劑、用於絲光綿；醫藥上用於代替碘化鉀（防治動脈硬化症）；用以製備六氰鐵
酸鹽（Ⅱ）或其他硫氰酸鹽；用於製造羊皮紙。
（e）硫氰酸銅。
硫氰酸亞銅（CuSCN），為白色、淺灰色或淺黃色粉末或膏狀，不溶於水。用於紡織品印花之媒
染劑，用於製造船舶漆(Marine Paints)及有機合成。
硫氰酸銅（Cu(SCN)2），為黑色粉末，不溶於水，易轉變成硫氰酸亞銅。被用於製造爆導管及火
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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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酸汞及硫氰酸汞除外(第 28.52 節)。
（B）亞砷酸鹽及砷酸鹽(Arsenites and arsenates)
這是砷之酸類之鹽類；亞砷酸鹽是亞砷酸之鹽類，砷酸鹽是砷酸（第 28.11 節）之鹽類。它們有劇毒。
例如：
（1）亞砷酸鈉（NaAsO2）。製備自熔融碳酸鈉及三氧化二砷。為白色或灰色之厚塊或粉末，可溶於水。被
用於葡萄栽培上（做殺蟲劑）；用以保存生皮；用於醫藥、製造肥皂及防腐劑等。
（2）亞砷酸鈣（CaHAsO3）。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殺蟲劑。
（3）亞砷酸銅（CuHAsO3）。得自亞砷酸鈉及硫酸銅。為綠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殺蟲劑，作
為一種被稱為西力氏綠(Scheele's green)之著色物質及用於製備特定綠色顏料（見第 32.06 節）註解。
（4）亞砷酸鋅（Zn(AsO2)2）。與亞砷酸鈣有類似之外觀及用途。
（5）亞砷酸鉛（Pb(AsO2)2）。為白色粉末，僅微溶於水。被用於葡萄栽培（做殺蟲劑）。
（6）砷酸鈉（正、偏及焦砷酸鈉）。最重要者有正砷酸一氫納（Na2HAsO4）（具有 7 或 12 個 H2O，依結晶
溫度而異）及正砷酸三鈉（無水或具有 12 個 H2O）。製備自三氧化二砷及硝酸鈉。為無色晶體或綠色
粉末。被用於製備醫藥（皮爾遜氏溶液(Pearson's solution)）、防腐劑、殺蟲劑及其他砷酸鹽；亦被用於
紡織品印花。
（7）砷酸鉀。一及二鹼正砷酸鉀，製備自與砷酸鈉相同之方法。為無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作為防腐劑
或殺蟲劑；用以鞣革、印花紡織品等。
（8）砷酸鈣。正砷酸鈣（Ca3(AsO4)2），通常含有其他鈣之砷酸鹽，為不純物。得自氯化鈣與砷酸鈉之反應。
為白色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農業上作為一種殺蟲劑。
（9）砷酸銅。正砷酸銅（Cu3(AsO4)2）。它得自正砷酸鈉與硫酸銅（或氯化銅）。為綠色粉末，不溶於水。
被用於葡萄栽培上，作為一種殺寄生蟲劑，及用以製備防臭漆。
（10）砷酸鉛。正砷酸鉛（Pb3(AsO4)2），及酸性正砷酸鉛。它僅微溶於水。為白色粉末，膏狀或乳膠。被用
於製備殺蟲劑。
（11）其他砷酸鹽。這些包括鋁之砷酸鹽（殺蟲劑）或鈷之砷酸鹽（粉紅色粉末，被用於陶瓷）。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砷酸鎳（例如鎳華〝annabergite〞等）（第 25.30 節）。
（b）砷化物（第 28.53 節）。
（c）乙醯亞砷酸鹽（第二十九章）。
（C）硒酸之鹽類：硒化物、亞硒酸鹽、硒酸鹽。這些包括：
（1）硒化鎘。被用於製造抗反光玻璃及顏料。
（2）亞硒酸鈉。用以使玻璃獲致一種紅色色調，或用以製造玻璃之淺綠色色彩。
（3）硒酸銨及硒酸鈉。被用作為殺蟲劑；硒酸鈉亦被用於醫藥。
（4）硒酸鉀。被用於照像。
本節不包括硒銅鉛礦，它是一種天然之硒化鉛銅(copper lead selenide)（第 25.30 節）。
（D）碲酸之鹽類：碲化物、亞碲酸鹽、碲酸鹽。這些包括：
（1）碲化鉍。一種熱電半導體(thermopiles)。
（2）碲酸鈉或碲酸鉀。被用於醫藥。

(Ⅱ)複鹽或錯鹽
本群所包括之複鹽或錯鹽，有別於其他處章節所提及者。
被歸類於本節之主要複鹽或錯鹽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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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複氯化物或錯合氯化物（氯鹽）。
（1）銨之氯化物與：
（a）鎂。易受潮解之晶體；被用於焊接。
（b）鐵（氯化亞鐵銨及氯化鐵銨）。為團塊或易吸濕之晶體；被用於電鍍及醫藥。
（c）鎳。為黃色粉末，或水合，呈綠色晶體狀。被用作為一種媒染劑及用於電鍍。
（d）銅（氯化銅銨）。為藍色或綠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作為一種著色劑及用於焰火製造。
（e）鋅（氯化鋅銨）。白色結晶粉末，可溶於水。被用於焊接（「焊鹽」〝soldering salts〞）、乾電
池及鍍鋅。
（f）錫。特別是氯錫酸銨；為白色或粉紅色晶體或呈水溶液。有時稱之為「粉紅鹽」（Pink salt)；被
用於染色及作為絲之膠料。

（2）鈉與銨之氯化物。為白色結晶粉末，易吸溼。被用於鞣革。
（3）鈣與鎂之氯化物。為白色易潮解之晶體。被用於紙、紡織、馬鈴薯澱粉或油漆之工業。
（4）氯鹽。例如氯溴化物，氯碘化物、氯碘酸鹽、氯磷酸鹽、氯鉻酸鹽及氯釩酸鹽。
這些包括氯鉻酸鉀（斐理格氏鹽）(Peligots's salt)。為紅色晶體，於水中會分解。它是一種氧化劑，
被用於有機合成。
本節不包括磷氯鉛礦（鉛之磷酸鹽及氯化物）及褐鉛礦（鉛之釩酸鹽及氯化物），它們分別屬於
第 26.07 及 26.15 節之天然金屬礦石。
（B）碘化物之複鹽或錯鹽（碘鹽）。
（1）碘化鈉鉍。為紅色晶體，被水分解。被用於醫藥上。
（2）碘化鉀鎘。一種白色易潮解之粉末，曝於空氣中會變為黃色。亦被用於醫藥上。
（C）含有硫之複鹽或錯鹽（硫鹽）。
（1）銨之硫酸鹽與：
（a）鐵（硫酸亞鐵銨，莫爾氏鹽〝Mohr's salt〞）（FeSO4.(NH4)2SO4.6H2O）為淡綠色晶體，可溶於水。
被用於冶金及醫藥。
（b）鈷（CoSO4.(NH4)2SO4.6H2O）。為紅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於鈷電鍍及用於陶瓷。
（c）鎳（NiSO4.(NH4)2SO4.6H2O）。為綠色晶體，會被熱所分解；非常容易溶於水。主要被用於鎳電鍍。
（d）銅。為藍色結晶粉末，可溶於水，於空氣中會風化。被用作為殺寄生蟲劑，用於紡織品印花及其
他過程，用於製備亞砷酸銅。
（2）硫酸鋯鈉。為白色固體。被用於鋅冶煉。
（3）「硫鹽」〝Thiosalts〞及其他含硫之複鹽或錯鹽，例如：硒硫化物及硒硫酸鹽、硫代碲酸鹽、硫代砷酸
鹽、硫代亞砷酸鹽及砷硫化物、硫代碳酸鹽、鍺硫化物、硫代銻酸鹽、硫代鉬酸鹽、硫代錫酸鹽、四
硫代氰醯二胺錯鉻酸鹽。
本群包括：
（a）三硫代碳酸鉀。為黃色晶體，可溶於水，被用於農業（對抗木虱）及化學分析。
（b）鹼性硫代鉬酸鹽，被用作為加速劑於金屬磷酸鹽處理（派克處理〝Parkerising〞）。
（c）四硫代氰醯二胺錯鉻酸銨（二氨四個硫代氰醯鉻酸銨（NH4[Cr(NH3)2(SCN)4].H2O）。為結晶粉末或
暗紅色晶體。被用作為一種試劑。
（d）硫代氰酸鉀亞鐵及硫代氰鉀鐵。
本節包括輝鈷礦（鈷之硫化物及砷代物）及鍺石（鍺硫化銅），它們分別屬於第 26.05 及 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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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之天然礦石。
（D）硒之複鹽或錯鹽（硒碳酸鹽、硒氰酸鹽等）。
（E）碲之複鹽或錯鹽（碲碳酸鹽、碲氰酸鹽等）。
（F）鈷亞硝酸鹽（硝基鈷酸鹽）。
鈷亞硝酸鉀（亞硝酸鉀鈷、費歇氏黃〝Fischer's yellow〞（K3Co(NO2)6）。微結晶粉末，頗易溶於水。一
種顏料，單獨或經混合，被稱為鈷黃。
（G）複或錯硝酸鹽（硝酸四氨鎳及硝酸六氨鎳）
氨之硝酸鎳。為藍色或綠色水可溶性之晶體。被用作為氧化劑及用於製備純鎳觸媒。
（H）複或錯磷酸鹽（磷鹽）
（1）磷酸鈉銨（NaNH4HPO4.4H2O）（磷鹽〝microcosmic salt〞）。為無色易風化之晶體，可溶於水。被用作
為一種助熔劑以溶解金屬氧化物。
（2）磷酸鎂銨。為白色粉末，僅可稍微溶於水。被用於防火織品及醫藥。
（3）含磷之錯鹽，例如鉬磷酸鹽，矽磷酸鹽、鎢磷酸鹽、錫磷酸鹽。
本群包括：
（a）鉬磷酸鹽。被用於微視研究。
（b）矽磷酸及錫磷酸鹽。被用以絲之上膠。
（IJ）鎢硼酸鹽（硼鎢酸鹽）。
硼鎢酸鎘。為黃色晶體或存於水溶液。被用以密度法分離礦物。
（K）複或錯氰酸鹽。
（L）複或錯矽酸鹽。
此類包括矽酸鋁，不論是否符合個別化學定義者。矽酸鋁係用於玻璃工業，亦可作為一種絕緣體、離
子交換劑、觸媒及分子篩等。
人造沸石被包含在此類，其簡式為 M2/nO.Al2O3. ySiO2.wH2O，其中 M 是含 n 價的陽離子（通常為鈉、鉀、鎂或鈣），
y 是二以上及 w 是水分子之數量。
含有粘著劑之鋁矽酸鹽（例如含有以矽為基之黏土的沸石）應排除（第 38.24 節），顆粒大小通常可用
以認定含有粘著劑之人造沸石（通常 5 微米以上）。

（M）金屬氧化物之複鹽或錯鹽。
這些是有如鉻酸鉀鈣之鹽類。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氟錯合鹽（第 28.26 節）。
（b）礬類（第 28.33 節）。
（c）錯合氰化物（第 28.37 節）。
（d）疊氮酸之鹽類（疊氮化物）（第 28.50 節）。
（e）具有汞的銨基氯化物 (銨基汞氯化物或氯汞基銨鹽)及銅汞碘化物(第 28.52 節)。
（f）硫酸鉀鎂，不論其是否純質（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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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章
雜

項

28.43-貴金屬之膠狀物，貴金屬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貴金屬汞
合金。
2843.10-貴金屬之膠狀物
-銀之化合物：
2843.21--硝酸銀
2843.29--其他
2843.30-金之化合物
2843.90-其他化合物；汞合金（汞齊）
（A）貴金屬之膠狀物
本節包括列入第七十一章之貴金屬（那就是銀、金、鉑、銥、鋨、鈀、銠、釕），倘若它們是膠狀懸浮體。
這些貴金屬或是以分散或陽極粉碎而取得，或者是還原其無機鹽而獲得之。
銀之膠狀物為小顆粉或薄片狀，呈現藍色、褐色或綠灰色，具有一種金屬之光澤。它被用於醫藥上作為一種
防腐劑。
金之膠狀物可能是紅色、紫色、藍色或綠色，它被用於銀之膠狀物相同之用途。
鉑之膠狀物是小小灰色粒子，它具有可觀之催化性質。
這些金屬（例如金）膠狀物當其被配於含有保護膠體（例如明膠、乾酪素、魚膠）之膠態溶液中仍然歸類於
本節。

（B）貴金屬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
這些是：
（Ⅰ）貴金屬之氧化物，過氧化物及氫氧化物，類似第四分章之化合物。
（Ⅱ）貴金屬之無機鹽，類似第五分章之化合物。
（Ⅲ）磷化物、碳化物、氫化物、氮化物、矽化物及硼化物，類似第 28.49、28.50 及 28.53 節之化合物（例如磷化
鉑、氫化鈀、氮化銀、矽化鉑）。
（Ⅳ）貴金屬之有機化合物，類似第二十九章之化合物。
貴金屬與其他金屬之化合物（例如一個卑金屬與一貴金屬之重鹽，含貴金屬之錯酯），亦列入本節。
每一種貴金屬最普遍之化合物列於下方：
（1）銀化合物(Silver Compounds)
（a）銀氧化物。氧化銀（Ag2O）是一種褐黑色之粉末，微溶於水，曝於日光下會變黑。
氧化銀（AgO）是一種灰黑色粉末。
氧化銀特別是被用於製造乾電池。
（b）鹵化銀。氯化銀（AgCl）是一種白色團塊，或稠密之粉末，不溶於水，曝於日光下會變黑；它
被包裝於墨色不透明之容器中。被用於照像、製造水泥、醫藥及鍍銀。
本節不包括銀礦（Cerargyrites)〔或角銀(horn silver)〕，天然之銀氯化物及碘化物（第 26.16
節）。溴化銀（微黃色）、碘化銀（黃色），及氟化銀被用於類似氯化銀之用途。
（c）硫化銀。人造硫化銀（Ag2S）是一種深黑灰色之粉末，不溶於水，被用於製造玻璃上。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化銀（輝銀礦），天然之銀與銻之硫化物（濃紅銀礦、脆銀礦、硫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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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銀礦）及天然之銀與砷之硫化物（淡紅銀礦）（第 26.16 節）。
（d）硝酸銀（AgNO3），為白色晶體，可溶於水，有毒，會傷害皮膚。被用於玻璃或金屬覆銀；用
以染絲或角；用於照像；用於製造永久墨水(indelibleink)；及作為一種防腐劑或一種殺寄生蟲劑。
有時被稱為「焙製硝酸銀」(lunar caustic)，雖然此一名稱亦適用於指硝酸銀與少量之硝酸鈉或鉀
共熔在一起者，有時與一點氯化銀，以形成一種第三十章之燒灼劑。
（e）其他鹽類及無機化合物。
硫酸銀（Ag2SO4），為晶體。
磷酸銀（Ag3PO4），為淡黃色晶體，不易溶於水；被用於醫藥、照像及光學。
氰化銀（AgCN）為一種白色粉末，曝於日光下會變黑，不溶於水；被用於醫藥及銀電鍍。
硫代氰酸銀（AgSCN）具有與氰化銀類似之外觀，及被用於照像作為一種強化劑。
銀與鉀之氰錯鹽（KAg(CN)2）或銀與鈉之氰錯鹽（NaAg(CN)2）是一種可溶性之白色鹽，被
用於電鍍。
雷酸銀，為白色晶體，稍微震動會爆炸，處理時很危險，被用以製造雷汞導管。
重鉻酸銀（Ag2Cr2O7），為一種結晶寶石紅粉末，微溶於水，被用於繪製縮圖（銀紅、紫紅）。
過錳酸銀，為一種結晶深紫色粉末，可溶於水；被用於防毒面具。
疊氮化銀，為一種炸藥。
（f）有機化合物。這些包括下列各項：
（i）乳酸銀（白色粉末）及檸檬酸銀（微黃色粉末）；被用於照像及作為防腐劑。
（ii）草酸銀，其被加熱會分解及爆炸。
（iii）醋酸銀，苯甲酸銀、丁酸銀、肉桂酸銀、苦味酸銀、水楊酸銀、酒石酸銀或戊酸銀。
（iv）銀之朊鹽、核酸物、核酸鹽、白朊化物、

酸鹽、卵黃磷朊酸鹽及丹寧酸鹽。

（2）金化合物(gold compound)
（a）氧化物。氧化亞金（Au2O）。為不溶性暗紫色粉末。二氧化二金（Au2O2）（金酐）一種褐色粉
末；相關聯之酸是氫氧化金或金酸（Au(OH)3），為一種黑色產品曝於日光下會分解，它可衍生
出鹼性金酸鹽。
（b）氯化物。氯化亞金（AuCl），是一種微黃色或帶紅色之結晶粉末。三氯化金（AuCl3）（氯化金，
棕氯化物），為一種紅褐色粉末或結晶團塊，非常容易吸濕，常置於密封之瓶、罐中。四氯金酸
(III)（AuCl3.HCl.4H2O）（黃氯化物）為黃色晶體，水合；鹼性之氯金酸鹽，為紅黃色晶體，亦被
歸類於本節。這些產品被用於照像（製備調勻顏色浴），用於陶瓷或玻璃工業及醫藥上。
本節不包括卡休氏紫色（purple of cassius），為一種氫氧化錫及金膠狀物之混合物（第三十
二章）；它被用於製造漆及凡立水，特別是用在瓷器之著色上。
（c）其他化合物。硫化金（Au2S3）為一種黑色物質，其與鹼性硫化物組合，可形成硫代金酸鹽。
金與鈉之雙亞硫酸鹽（NaAu(SO3)）及金與銨之雙亞硫酸鹽（NH4Au(SO3)）顯示為無色溶液，
被用於電鍍。
亞金硫代硫酸鈉用於醫藥上。
氰化亞金（AuCN），為一種結晶之黃色粉末，如曝於日光下會分解，被用於電鍍金及用於
醫藥上。與鹼性氰化物反應可獲致氰錯金酸鹽，例如四氰錯金酸鉀（KAu(CN)4），它是一種可
溶性之白色鹽，常用於電鍍。
亞金硫代氰酸鈉，其結晶呈橘色針狀；被用於醫藥及照像（調勻顏色浴）。
（3）釕化合物。二氧化釕(RuO2)為一種藍色產品，而四氧化釕(RuO4)呈現橘色。三氯化釕(RuCl3）及四氯化
─ 286 ─

Ch.28
釕（RuCl4），與鹼性氯化物及氨錯合物或亞硝基錯合物以獲致雙氯化物，亦有釕或鹼金屬之雙亞硝
酸鹽。
（4）銠化合物。氫氧化銠（Rh(OH)3）與氧化銠（Rh2O3）相關聯，為一種黑色粉末。三氯化銠（RhCl3）與
鹼性氯化物可以獲致氯亞銠酸鹽。尚有硫酸銠與其礬錯鹽把磷酸錯鹽，硝酸銠及亞硝酸錯鹽；此外亦
有氰錯亞銠酸鹽及氨錯鹽或草酸衍生物。
（5）鈀化合物。最安定之氧化物是氧化鈀（PdO），唯一鹼性物。它是一種黑色粉末，會被熱分解。
氯化鈀（PdCl2），是一種褐色易潮解之粉末，可溶於水，其結晶有 2 個 H2O，被用於陶瓷工業、
照像及電鍍。
氯鈀酸鉀（K2PdCl4），是一種褐色鹽，頗易溶化，被用作為一氧化碳之一種偵檢劑，亦被歸類於
本節。此外尚有氯錯鈀酸鹽，胺錯化合物（二胺化鈀），硫代鈀酸鹽，鈀亞硝酸鹽，氰錯亞鈀酸鹽，
鈀草酸鹽及硫酸亞鈀。
（6）鋨化合物。二氧化鋨（OsO2）是一種暗褐色粉末。四氧化鋨（OsO4）是一種具揮發性之固體，其結晶
為白色之針狀物；它會傷害眼睛及肺；被用於組織學及顯微照像。此四氧化鋨以氨及鹼性氫氧化物處
理，可獲致鋨酸鹽，例如鋨酸鉀（紅色晶體），鋨鹽(osmiamates)例如鉀或鈉之鋨鹽，為一種黃色晶
體。
四氯化鋨（OsCl4）及三氯化鋨（OsCl3）可獲致鹼性之氯鋨酸鹽及氯亞鋨酸鹽。
（7）銥化合物。除了有氧化銥外，尚有四氫氧化銥（Ir(OH)4），為藍色固體；此外有氯化銥，氯銥酸鹽及
氯亞銥酸鹽，雙硫酸鹽及胺錯化合物。
（8）鉑化合物(Platinum Compounds)
（a）鉑氧化物。氧化亞鉑（PtO）是一種紫色或黑色粉末。二氧化鉑（PtO2）形成數種水合物，其中
一種四水合物（H2Pt(OH)6）是一種錯合酸（六羥鉑酸）其相關之鹽類正如鹼性之六羥基鉑酸鹽。
亦有關聯之胺錯鹽。
（b）其他化合物。氯化鉑（PtCl4）為一種褐色粉末或一種黃色溶液。它被利用作為一種試劑。工業
用氯化鉑（氯錯鉑酸）（H2PtCl6），為易潮解之菱晶，褐紅色，可溶於水。它被用於照像（鉑
調勻顏色）、鉑電鍍，或用於陶瓷施釉或得到鉑棉(Platinum Sponge)。它與鉑胺錯鹽有相關聯。
也有關聯氯鉑酸（H2PtCl4）之胺錯鹽，它是一種紅色固體。鉀或鋇之氰錯亞鉑酸鹽被用以放射
性之螢光遮敵劑。

（C）貴金屬之汞齊
這些是貴金屬與汞的合金，最普遍是金和銀的汞齊，它被用作獲得這些貴金屬的中間產物。
本節亦包括含有貴金屬與卑金屬的汞齊（例如，被用於牙醫學中特定的汞齊），但本節並不包括全部都是卑
金屬的汞齊（第 28.53 節）。
本節不包括除了汞齊以外的含汞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第 28.52 節)。

28.44-放射性化學元素及放射性同位素（包括分裂性及孽生性化學元素及同位素）及其化合物
；含有前述產品之混合物及殘渣物。
2844.10-天然鈾及其化合物；含有天然鈾成天然鈾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
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2844.20-濃縮鈾 235 及其化合物；鈽及化合物；含有濃縮鈾 235，鈽或前述產品之化合物
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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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4.30-已耗乏鈾 235 及其化合物；釷及其化合物；含有己耗乏鈾 235，釷或前述產品之
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
2844.40-第 2844.10，2844.20，2844.30 目以外之放射性元素及同位素及其化合物；含有前
述元素、同位素或化合物之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及混合物；放
射性殘渣物。
2844.50-已用畢（已照射）之核子反應器燃料（添裝藥）。
(Ⅰ)同位素(Isotopes)
一個元素之原子核，由其原子數決定其定義，通常含有相同的數目的質子，但它們可能有不同數目的中子，
因此，它們有不同的質量（不同的質量數）。
元素的核種質量數不同，原子數相同，稱為元素的同位素。例如，有數種的核種，其原子數均為 92，都叫做
鈾，但它們的質量數由 227 到 240；它們被標明，例如，鈾 233、鈾 235、鈾 238 等。相似地，氫 1、氫 2 或氘（分
類於第 28.45 節）和氫 3 或氘，都是氫的同位素。
一元素化學性質之重要因素與原子核內的正電苛量（質子數）有關，這也就是指出軟域內的電子數目是真正
影響元素的化學性質。
因為上述的原因，一元素不同的同位素，它們的原子核含有相同的電荷但含有不同的質量，將有相同的化學
性質，但它們的物理性質將隨著每個不同的同位素而不同。
化學元素可以只含單一的核種（單同位素元素）或含有兩種或更多同位素以已知的固定比例混合而成，例
如，天然的氯，無論是游離的和化合的狀態，通常以氯 35 佔 75.4％和氯 37 佔 24.6％混合（所以它的原子量為
35.457）。
當一元素由其同位素組成，它的組成成分可藉著通過多孔管的擴散而加以分離，或藉著電磁分離或藉著部分
電解而分離。同位素也可藉由高能量的粒子或放射能撞擊天然元素而獲得。
就本章章註 6 第 28.44 和 28.45 節主要說明看來，同位素的術語不只包括純的狀態之同位素，也包括已經人工
修飾之天然同位素組成的化學元素，像濃縮元素中的一些同位素（相同地減少元素中的另一些同位素）或藉著轉
化，通過核子反應，一些同位素轉變成其他，人工的同位素。例如，原子量 35.30 的氯可由濃縮此元素使其含有
85％的氯 35（結果要減少元素中的氯 37 含量至 15％）亦視作一種同位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然界中以單同位素狀態存在的元素，例如，鈹 9、氟 19、鋁 27、磷 31、錳 55 等，不被
視作同位素，但依情況在游離或結合狀態，分離在相關的化學元素或其化合物的特殊節中。
這些人造元素的放射性同位素，（例如，鈹 10、氟 18、鋁 29、磷 32、錳 54）無論如何被認為是同位素。因
為人造化學元素（通常含有原子數大於 92，或超鈾元素）不含有固定同位素組成，卻因其只有獲得元素方法的差
異，所以吾人無法就章註 6 的目的，區別化學元素和它的同位素。
本節只包括具有放射性現象的同位素（描述於下）；而安定的同位素則列於第 28 .45 節。

(Ⅱ)放射性(Radioactivity)
某些核種，無論是在純的狀態或是化合物的形式上，核子並不安定它會放出複雜的輻射線產生物理或化學的
效果，例如：
（1）使氣體離子化
（2）產生螢光
（3）使照片變得模糊
由於上述的效果，可以利用一些儀器偵測這些幅射線和其強度，例如，蓋格牟勒計數器(Geiger-Muller Counter)、
比例計數器、離子化室、威爾遜室(Wilson Chambers)、氣泡流動計數器，閃爍計數器和靈敏的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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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的現象，化學元素、同位素、化合物和一般物質若有此現象都稱作具有放射性。

(Ⅲ)放射性化學元素、放射性同位素和其化合物；前述產品之混合物及殘餘物
（A）放射性元素
列於本節的放射性元素與本章註解 6（a）有關，稱為：鎝、鉅、釙和所有較大原子素的元素，如砈、
氡、琺、鐳、錒、釷、鏷、鈾、錼、鈽、鋂、鋦、鉳、鉲、鑀、鐨、鍆、鍩和鐒。
這些元素一般由數種具有放射性同位素組成。
另一方面，有一些元素是由安定性和具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混合物組成，像鉀、銣、釤和鎦（第 28.05 節），
這些元素因為它們的放射性同位素很低量和其在混合物中相對的比例很低，所以可視作安定，因此不屬於本
節。
另一方面，相同元素（鉀、銣、釤和鎦），如果濃縮它們的放射性同位素（鉀 40、銣 87、釤 147、鎦
176），個別地則被認為本節中的放射性元素。
（B）放射性同位素
天然的放射性同位素鉀 40、銣 87、釤 147 和鎦 176 已經提過，並述有鈾 235 和鈾 238，此在第四類項下
有更詳細的討論，鉈、鉛、鉍、釙、鐳、錒或釷的某些同位素，它們常有著與其元素相異的名字。這個不同
於元素的名字常由放射性轉變而來，如此鉍 210 被稱為鐳Ｅ、釙 212 被稱為釷Ｃ和鈧 228 被稱為內消旋釷Ⅱ
(mesothorium) 。
安定的化學元素仍可經由下列處理方法而變成具有放射性，像由粒子加速器（迴旋磁力加速器、同步加
速器等）放出高能量的粒子撞擊化學元素，或在核子反應器中使元素吸收中子即可使此安定的元素具有放射
性。
元素經過如此轉換都稱為人造放射性同位素 。 現在已知的人造放射性同位素約有 500 種存在，約有
200 種已被實際地應用。除了鈾 233 和鈽同位素在下文會討論外，其他重要的人造放射性同位素：氫 3（氚）、
碳 14、鈉 24、磷 32、磷 35、鉀 42 、鈣 45、鉻 51、鐵 59、鈷 60、氪 85、鍶 90、釔 90、鈀 109、碘 131 和
132、氙 133、銫 137、銩 170、銥 192、金 198 和釙 210。
放射性化學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會自然地將它們自己轉變成為較安定的元素或同位素。
一放射性同位素的含量減少成最初的一半，所耗費的時間被稱為同位素的半衰期，或轉變速率。半衰期
的變化很大，可從幾分之一秒的高放射性同位素（釷 C 的 0.3×10-6 秒）到幾億年（釤 147 的 1.5×1011 年），
它也作為原子核的不穩定性之統計上的比較標準與參考。
放射性化學元素和同位素，甚至包括它們的混合物，或帶有放射性的化合物，或無放射性的物質（例
如，未加工之不能放射之標的物與放射性源，如果這些物質，放射性大於 74 Bq/g (0.002μCi/g）均歸屬本
節。
（C）放射性物質；含有放射性物質的混合物或殘餘物。
在本節中的放射性化學元素和同位素，通常在化合物或帶有「標識」的物質（像，分子中含有一個或多
個放射性原子）。這些化合物仍列於本節中，甚至當其溶解或分散、或自然或人為的將其混入其混入其他放
射性或非放射性物質中。這些元素和同位素，當其作成合金，分散體或瓷金時亦分類於此。
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以化學或其他方式含有放射性元素或放射性同位素，及其溶液仍然歸本節，即令此類
化合物或溶液的放射性低於 74 Bq/g(0.002μCi/g)。另一方面含有放射性物質（元素、同位素，或屬於它的化
合物）的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陶瓷產品，若其每克的放射性大於 74Bq/g(0.002μCi/g)亦歸入本節。
放射性元素或同位素很少單獨使用，而係用於商業上的化學化合物和合金。除了因為它的特性和重要性而歸
列第四類中之核可分裂性和核孳生性的化學元素和同位素外，最重要的放射性化合物有:
（1）鐳鹽（氯化物、溴化物、硫酸鹽等）被用治療癌症或某些物理實驗。
（2）在上述（Ⅲ）（B）中有關的放射性同位素之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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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放射性同位素和它們的代合物被用於：
（a）在工業上，例如，用於金屬放射線照相，測量薄片、薄金屬盤的厚度的；測量難接近容器中液體
的含量，幫助橡皮高溫硬化，促進聚合反應中的連鎖反應或接上數種有機化合物；製造螢光油漆
（混合，例如，加入硫化鋅），用於鐘、錶的針盤、儀器等。
（b）在醫藥方面，例如，作為某些疾病的偵測與治療（鈷 60、碘 131、金 198、磷 32 等）。
（c）在農業方面，例如，農業產品之殺菌，防止發芽，研究肥料的應用或植物對肥料的吸收；誘導基
因突變，如此可改良品種等。（鈷 60、銫 137、磷 32 等）。
（d）在生物方面，例如，研究某些動物器官或蔬菜的功能或生長（氚、碳 14、鈉 24、磷 32、硫 35、
鉀 42、鈣 45、鐵 59、鍶 90、碘 131 等）。
（e）在物理或化學的研究方面。
放射性同位素和它們的化合物通常是以粉末、溶液、針狀、細絲或薄片的形式存在。它們被放在
玻璃安瓿、中空鉑針、不銹鋼管之中，容器的內層被包著抗輻射金屬（通常是鉛），至於抗輻射金屬
的厚度決定於同位素的放射性強度。在國際上的某些規定，需將特殊的標籤貼於容器上，並註明容器
內的同位素和它的放射性強度。
混合物可能（在混合物、合金、結合物之中）結合某些中子來源，放射性元素或同位素（鐳、氡、
銻 124、鋂 241 等）並帶有其他元素（鈹、氟等），於某種方法下可產生一個（ｒ、ｎ）或（α、ｎ）
反應（產生一個ｒ質子或α粒子，相對地放出一個中子）。
無論如何，置於核子反應器中引發可分裂的連鎖反應的所有聚集的中子來源，都被認為是反應器
部份，通常被列於第 84.01 節。
核子燃料外層包著碳或碳化矽並設計成球形或角柱形的燃料的燃料元素都列於本節。
加有少量放射物，使其自我發光而作為發光體用之產品，如果其放射性強度大於 74Bq/g(0.002μ
Ci/g)，亦歸入本節。
在放射性殘餘物中，再利用的價值觀點上看，其最重要者有：
（1）放射性或氚化的重水：在核子反應器中；反應一段時間後，一些存在於重水的氚，會吸收中子而
轉變成氚，如此這重水就變成有放射性。
（2）已使用之（放射性）燃料元素，一般有很高的放射性，主要用於轉變成核子分裂的和可被分裂的
物質，包含於此（見第四類）。

(Ⅳ)可產生核子分裂的和可被分裂的化學元素和同位
素與其化合物；及含有這些物質的混合物和殘餘物。
（A）可產生核子分裂和可被分裂的化學元素和同位素
在第 3 類所提及的某些放射性的化學元素和同位素，具有很大的原子量，例如，釷、鈾、鈽和鋂及有著
特別複雜結構的核子之原子核。這些核子，能夠吸收次原子（中子、質子、氘、氚、α粒子等），如此可增
加他們的不穩定性，引起他們分裂成兩個中間重量的核子，並帶上鄰近的物質（或是分裂成三或四段）。這
分裂作用會產生相當可觀的能量並伴隨著形成二級中子。它是已知的核子分裂或核子分裂成兩部份的過程。
核子分裂很少是自發性或在質子的作用下進行。
在核子分裂的時間中，二級中子的釋放可能引起第二次的核子分裂而產生二級中子。
這種重覆的過程稱為連鎖反應。
核子分裂之可能性在某些核種而言，是很高級的（鈾 233、鈾 235、鈽 239）慢中子若是被利用，即中子
的平均速度約為 2200 公尺／秒（或電子伏特 1/40 的能量（ev））。這個速度有關的流動的（熱運動的）慢
中子的分子也有時稱為熱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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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被用在核子反應器的核子分裂，大多對是由熱中子所引起。
由於這個理由，核子分裂的術語通常用於描述遭熱中子撞擊後進行核子分裂的同位素，特別是鈾 233、
鈾 235、鈽 239 和某些含有上述成分者，特別是鈾和鈽的化學元素。
其他核種，像鈾 238 和釷 232 只在快中子下進行直接的核子分裂，不能視作核子分裂，但可看做可被分
裂的物質。「可被分裂的物質」是因這些核種能夠吸收快中子而形成鈽 239 和鈾 233，於是即成為具有核子
分裂性。
在熱核子反應器（帶有減慢中子運動設備者）因為核子分裂所放出的二級中子的能量較高（約 200 萬
ev），若連鎖反應正在進行，這些中子必須減慢。這可以藉著減速劑以達到目的，像帶有低原子量的物質（如
水、重水、某些碳氫化合物、石墨、鈹等）雖然它們會吸收連續撞擊後中子所釋放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不
能吸收本身的中子，而只能吸收很小的一部份。
為了啟始和保持連鎖反應，則核子分裂的二級中子平均數目必需多於抵補未進行核子分裂所捕獲或逃脫
的中子。
可產生核子分裂的或可被分裂的化學元素被列於下：
（1）天然的鈾
鈾在自然狀態下是由三種同位素組成：鈾 238 佔 99.28％，鈾 235 佔 0.71％及極少量（約 0.006％）
的鈾 234。因此它可被認為是可產生核子分裂（因為它的鈾 235 成分）和可被分裂的元素（因為它的鈾
238 的成分）。
鈾主要是由瀝青油礦、非晶鈾礦、鈣鈾雲母、黑釷鈾釔礦、釩酸鈾礦或銅鈾雲母中萃取而得。它
也可以來自其他二級的來源，像製造過磷酸鹽或金礦的殘餘廢棄物。一般的過程是藉著鈣或鎂的方法
或電解法還原四氟化物。
鈾是個輕微放射性元素，非常重（比重為 19），且很硬。它具有光澤的銀灰色表面，但在空氣中
與氧氣接觸，會失去金屬光澤，並形成氧化物。粉末狀態的鈾很容易氧化，與空氣接觸會很快的自燃。
市場上的鈾通常是條狀或塊狀，可經過磨光、修整與輾壓等。（產生棒狀、圓棒狀、管狀、薄片、
線狀等）。
（2）釷
雖然矽酸釷礦和橙黃釷礦中含有多量的釷，但這些釷礦存量很少，所以釷的主要來源是磷鈰鑭礦，
這種礦亦是稀土金屬的主要來源。
它是不純的金屬，是一種可自燃的灰色粉末。它可由氟化物的電解，或由氟化物、氯化物或氧化
物的還原而取得。這種金屬再經純化並在惰性的空氣中燒焙，轉變成重的稍帶灰色之金屬塊狀物（比
重為 11.5）；它們很硬（雖然較鈾軟一些），與空氣接觸會很快地氧化。
這金屬鑄塊被輾壓、擠壓或拉成薄片、棒狀、管狀、線狀等。天然的釷含的同位素釷 232。
釷和一些含有釷的合金是主要用於核子反應器中可產生核子分裂的物質。「釷─鎂」和「釷─鎢」
合金被用於太空工業或製造熱游子儀器。
本節不包括由釷製成的歸入第十六類至第十九類的製品及其零件。
（3）鈽
工業中的鈽主要來自於核子反應器中鈾 238 的放射物。
它很重（比重為 19.8），具有放射性且有高度的毒性。它的外形與鈾相似，並具有氧化的性質。
在增強鈾方面，它與商業上的包裝相同，同時，在處理時需要很小心。
可產生核子分裂的同位素包括：
（1）鈾 233：它來自釷 232 在核子反應器中的作用，因為釷 232 能夠成功地轉成釷 233，鏷 233 和鈾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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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鈾 235：這是在自然狀況下唯一可產生核子分裂的鈾同位素，在天然的鈾中，鈾 2350.71％。為獲得富
含鈾 235 的鈾和耗乏鈾 235 的鈾（其中富含鈾 238），六氟化鈾可藉著電磁、離心，或氣相滲透過程來
分離同位素。
（3）鈽 239：它來自鈾 238 在核子反應器中的作用，因為鈾 238 能夠成功地轉變成鈾 239，錼 239 和鈽
239。
附帶一提的是，某些超鈽元素的同位素，像：鉲 252、鋂 241、鋦 242 和鋦 244，它們都可以進行
核子分裂（不論其是否為自發反應），因此能被作劇烈的中子來源。
在可被分裂的同位素中，除釷 232 外，耗乏的鈾（即耗乏鈾 235，因此富含鈾 238）也應該被提到。
這金屬是產生富含鈾 235 之鈾的副產品。因為它的成本低且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它可以取代天然的鈾，
特別是作為一個可被分裂的物質，作為一個抗幅射的保護性螢幕，製造飛輪的重金屬，或用於純化某
種氣體中吸附成分。
本節不包括耗乏鈾 235 製成的歸入第十六類至十九類的製品及其零件。
（B）可產生核子分裂和可被分裂元素或同位素之化合物
下列化合物，物別列於本節：
（1）鈾的化合物：
（a）氧化物 UO2、U3O8 和 UO3。
（b）氟化物 UF4 和 UF6（後者於 56℃時昇華）。
（c）碳化物 UC 和 UC2。
（d）鈾酸鹽 Na2U2O7 和（NH4）2U2O7。
（e）硝酸雙氧鈾 UO2（NO3）2‧6H2O。
（f）硫酸雙氧鈾 UO2SO4‧3H2O。
（2）鈽的化合物：
（a）四氟化物 PuF4。
（b）二氟化物 PuO2。
（c）硝酸鹽 PuO2（NO3）2。
（d）碳化物 PuC 和 Pu2C3。
（e）氮化物 PuN
鈾或鈽的化合物主要用於核子工業，作為中間或最終產物。六氟化鈾通常貯放於密封的容器中，
它具有相當的毒性，所以需要小心的處理。
（3）釷的化合物：
（a）氧化物和氫氧化物。二氧化釷（ThO2）是一種微白黃色的粉末，不溶於水。氫氧化物（Th(OH)4），
是水合的氧化釷。二者都是來自於磷鈽鑭礦。它們可用於製造煤氣網罩（gas-mantle）或作為一折
射產物或催化劑（用於丙酮的合成）。氧化物在核子反應器中可用作可被放射的物質。
（b）無機鹽類。這些鹽類通常是白色。最重要的是：
（i）硝酸釷，多少帶有水合狀態可作為催化劑，或可為粉末（鍛燒的硝酸鹽）。它可被用於螢
光油漆。它與硝酸鈰混合可被注入煤氣網罩中。
（ii）硫酸釷，是結晶粉末，可溶於冷水中，硫酸氫釷和鹼性雙硫酸鹽。
（iii）氯化釷（ThCl4）無水或水合和氯氧化物。
（iv）氮化釷和碳化釷。可用作折射物質，可用作研磨材料或用於核子反應器中的可被分裂的物質。
（c）有機化合物。最有名的有機化合物是蟻酸釷、醋酸釷、酒石酸釷、苯甲酸釷，都被用於藥物上。
─ 292 ─

Ch.28
（C）含有可進行核子分裂或可被核子分裂的元素或同位素及其無機或有機化合物的合金、分散體（包括瓷金）、
陶瓷產品、混合物和殘餘物。
這組的主要產物是：
（1）鈾或鈽與鋁、鉻、鉬、鈦、鈮或釩的合金。也有「鈾─鈽」和「鐵─鈾」的合金。
（2）在石英或聚乙烯中的二氧化鈾（UO2）或碳化鈾（UC）的分散體，（不失是否混合二氧化釷或碳化
釷）。
（3）各種金屬組成的陶瓷產品，（例如：不銹鋼）與二氧化鈾（UO2），二氧化鈽（PuO2）、碳化鈾（UC）
或碳化鈽（PuC）（或這些化合物與氧化釷或碳化釷的混合物）。
這些產物是棒狀、平板、球狀、線狀、粉末等的程式，可用於燃料元素的製造，有時候可直接用
於反應器中。
為了便於處理在棒狀、平板和球狀外層包裹一層，列於第 84.01 節。
（4）已使用（已放射）之核子反應器燃料（添裝藥）在廣泛地被使用後，必需被取代（因為可進行核子反
應的產物會累積而阻礙連鎖反應，或因其鞘已經變壞）。在深水中冷卻而長期貯存者，會使得其放射
性減少，這些燃料元素將轉置於鉛製容器中，以特殊的裝置設備回收殘餘的可進行核子分裂的物質，
及回收轉變後可被核子分裂的元素（它通常含在燃料元素中）和可進行分裂的物質。

28.45-第 28.44 節以外之同位素；此類同位素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
。
2845.10-重水（氧化氘）
2845.90-其他
「同位素」的定義，第 28.44 節註解的第(Ⅰ)部份。
本節包括穩定的同位素，亦即是非放射性的同位素和它們的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甚是否符合化學上的定
義。
本節包括下列的同位素和它們的化合物：
（1）重氫或氘，它是由一般氫氣中分離者，含量約只佔六仟五百分之一。
（2）重水，此為氧化氘。它存在於一般的水中，含量約只佔六仟五百分之一。一般由電解水後的殘餘物中獲
得。可作為氘的來源，並可作為核子反應器中鈾原子放射時的中子減速劑。
（3）其他由氘做成的化合物，例如：重乙炔、重甲醇、重醋酸和重石蠟。
（4）鋰的同位素，像鋰 6 或 7 和他們的化合物。
（5）碳的同位素，像碳 13 和他們的化合物。

28.46-稀土金屬，釔或鈧，或前述金屬混合物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
2846.10-鈰之化合物
2846.90-其他
本節包括釔、鈧或第 28.05 節之稀土金屬（鑭、鈰、鐠、釹、釤、銪、釓、鋱、鏑、鈥、鉺、銩、鐿、鎦）
的無機或有機化合物。本節也包括由這些元素的混合物，直接經由化學處理衍生而得的化合物。此意即本節包括
這些元素的氫氧化合物或氧化物之混合物，或含有相同陰離子的鹽類混合物（例如：稀土金屬的氯化物），但並
不含有不同陰離子的鹽類混合物，不論其陽離子是否相同。本節則將不包括下列例子，如：
不包括混有草酸鹽之銪和釤之硝酸鹽，也不包括氯化鈰與硫酸鈰的混合物，因為這些例子中的化合物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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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由元素的混合物衍生而成，而是為某些特殊目的專門製造者，因此列於第 38.24 節。
本節亦包括這些元素與其他金屬所形成的雙鹽和複鹽。
本節所包括的化合物如下：
（1）鈰之化合物
（a）氧化物和氫氧化物。氧化鈰是一種白色不溶於水的粉末，它可由硝酸鈰獲得，它可作為陶業中的不透
明劑，可用於有色玻璃，製備碳弧燈和作為硝酸和氨製造過程中的催化劑。也有氫氧化鈰這化合物。
氧化鈰和氫氧化鈰都非常不安定。
（b）鈰的鹽類、硝酸亞鈰（Ce(NO3)3）可用於煤氣網罩的製造。硝酸銨鈰是以紅色晶體狀態存在。
硫酸鈰（硫酸亞鈰和它的水化物，硫酸氫氧化鈰橙黃色可溶於水的稜晶）被用於照像中作為述原
劑。也有鈰的硫酸雙鹽存在。
除氯化亞鈰（CeCl3）之外，還有各種其他的無色亞鈰鹽類和黃色或橙色的鈰鹽類。
草酸鈰是一種粉末或為微黃白色的晶體，不溶於水，可被用於分離鈰族的金屬的用於藥物。
（2）其他稀土金屬的化合物、氧化釔（yttria）、氧化鋱（terbia），與氧化鐿（ytterbia）和其他商用稀土金屬氧
化物之混合物，它們相當純。本節也包括直接由這些氧化物混合物衍生而成的鹽類混合物。
銪、釤等的氧化物可用於核能反應器中吸收慢中子。
本節並不包括：
（a）稀土金屬的天然化合物，例如：磷酸釔礦（磷酸鹽的複合物）、矽鈹釔礦或 ytterbite 和鈰矽石（矽酸鹽的複
合物）（第 25.30 節）和磷鈰鑭礦（釷和稀土金屬的磷酸鹽）（第 26.12 節）。
（b）鉅的有機或無機之鹽類和其他化合物（第 28.44 節）。

28.47-過氧化氫，不論其是否經尿素固定者。
過氧化氫（H2O2）可由硫酸經過電解氧化反應後，再蒸餾而得，或是用酸處理過氧化鋇或過氧化鈉或過硫酸
鉀而得。它是一種無色的液體，外表與一般水一樣。當它濃縮時可能是糖漿濃度並會腐蝕皮膚。它可置於有木框
保護的大玻璃瓶中輸送。
過氧化氫在鹼性環境中不穩定，尤其是暴露於熱或光之下更甚。它通常更放入少量的安定劑（硼酸或檸檬酸
等）以防止分解；這些混合物仍屬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尿素固定或不經尿素固定的過氧化氫。
過氧化氫被用於漂白紡織品、羽毛、稻草、海綿、象牙、頭髮等。它也被用作含顏料、染料的液體，亦可純
化水質、修復舊圖片、用於照像的藥物上（作為殺菌劑和止血劑）。
被用作為藥劑，以固定劑量或零售的形式或包裝之過氧化氫列於第 30.04 節。

[28.48]

28.49-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碳化物。
2849.10-鈣之碳化物
2849.20-矽之碳化物
2849.90-其他
本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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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二元化物，這是碳與另外陽電性大於碳的元素所構成的化合物。乙炔化物亦屬於此。
最熟知的二元碳化物是：
（1）碳化鈣（CaC2），在純的狀態下，是一種透明無色的固體，但不純時則是不透明灰色的固體。它會被
水分解，並產生乙炔；可用於製造乙炔和氧氮化鈣。
（2）碳化矽（SiC）（矽化碳）。它可由矽和矽土在高溫電爐中反應而得。為黑色的結晶，呈小塊狀，或無
一定形狀的塊狀，碎細或粒狀。單獨要燬解它是很困難的，並能對抗化學試劑，它具有一些折射的能
力，硬度幾乎與鑽石一樣硬，但稍脆一些。廣泛用作研磨料和作為折射物質，與石墨混合可用作為高
溫電溶爐或高溫烘箱的內部裝置。也可用於製造矽。本節並不包括以紡織材料、紙張、紙板或其他材
料為底襯的粉狀或粒狀碳化矽（第 68.05 節），或製成磨輪、手磨刀或磨亮石頭形狀等的碳化矽（第
68.04 節）。
（3）碳化硼（硼碳）此是由石墨與硼酸在高溫電熔爐加熱處理而得，為一種很硬的透明微黑色晶體。可用
作研磨料。可鑽穿岩石、寶石，亦可用於製造印模或電極。
（4）碳化鋁（Al4C3）可在高溫電熔爐中加熱氧化鋁和焦碳而得，是一種黃色透明的晶體或薄片。它會被水
分解產生甲醇。
（5）碳化鋯（ZrC）它可由氧化鋯和碳黑在高溫電熔中加熱處理而得；與水或空氣接觸會分解。可用於製造
燈絲。
（6）碳化鋇（BaC2）通常在高溫電熔爐中獲得，微棕色的結晶塊狀物。會被水分解產生乙炔。
（7）碳化鎢。可由鎢的金屬粉末或其氧化物與碳黑在高溫電熔爐中加熱而得，為一種粉末，但不被水所分
解，具有高度的化學穩定性。具備高熔點，很硬，且能抗熱。它的導電性與金屬的鎢相似，很容易與
亞鐵金屬結合。用於硬的燒結成分，例如：用在磨切尖端的結塊物（通常與鈷或鎳結合）。
（8）其他碳化物。鉬、釩、鈦、鉭或鈮的碳化物，這些是由金屬粉末或氧化物與碳黑在高溫電熔爐中加熱
而得；用途與碳化鎢相似。亦有鉻與鎂的碳化物。
（B）含有碳一種以上金屬結合而成的碳化物，例如，（鈦、鎢）碳。
（C）含有碳和其他非金屬及一種或以上之金屬所結合而成的化合物，例如，硼碳化鋁、碳氮化鋯、碳氯化鈦。
這些化合物中一般元素的比例無法用化學量論。機械式的混合物無論如何也加以排除。
本節也不包括：
（a）碳與下列元素所合成的二元化合物：氧（第 28.11 節）、鹵素（第 28.12 或 29.03 節），硫（第 28.13 節）、
貴金屬（第 28.43 節）、氮（第 28.53 節）、氫（第 29.01 節）。
（b）金屬碳化物之混合物，非結塊物，可用於製造盤、棒、尖端的工具者（第 38.24 節）。
（c）第七十二章之鐵碳合金，如白生鐵，不論其碳化鐵之含量。
（d）燒結之金屬碳化物之混合物、板、桿、刀尖及類似形狀用於工具者（第 82.09 節）。

28.50-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氫化物、氮化物及疊氮化物、矽化物及硼化物，第 28.49 節之碳
化物除外。
本節的四群化合物，每一群化合物含有兩種或更多的元素，並以其中之一元素來代表其群體。（氫、氮、矽
或硼），其他的元素則分別為金屬或非金屬。

（A）氫化物（Hydrides）
最重要的氫化物是氫化鈣（CaH2），它可直接由氫與鈣二元素結合而成；為帶有結晶裂縫的白色塊狀物。與
冷水接觸會分解而放出氫氣。它可作為由氯化鉻產生燒結的鉻時之還原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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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砷、矽、硼（包括氫硼化鈉）、鋰（和鋁─鋰）、鈉、鉀、鍶、銻、鎳、鈦、鋯、錫、鉛等的氫化物。
本節不包括氫與下列元素所形成的化合物：氧（第 22.01、28.45、28.47 和 28.53 節）、氮（第 28.11、28.14 和
28.25 節）、磷（第 28.43 節）、碳（第 29.01 節）和其他非金屬（第 28.06 和 28.11 節）。氫化鉑與其貴金屬的氫
化物列於第 28.43 節。

（B）氮化物（Nitrides）
（1）非金屬的氮化物。氮化硼（BN）是一種很輕的白色粉末，並有高的折射性。為一種熱與電的絕緣體；可用
作電烘箱的內襯或用於製造坩堝。氮化矽（Si3N4）是一種微灰白色的粉末。
（2）金屬的氮化物。鋁、鈦、鋯、鉿、釩、鉭或鈮的氮化物，是將純的金屬在氮氣中經 1100℃或 1200℃加熱而
得；或在較高溫度下，加熱碳與金屬氧化物，在通常有氮氣或氨氣的狀態下獲得。
本節並不包括氮與下列元素形成的化合物：氧（第 28.11 節）、鹵素（第 28.12 節）、硫（第 28.13 節）、
氫（第 28.14 節）、碳（第 28.53 節）。氮化銀與其他貴金屬的氮化物列於第 28.43 節、釷和鈾的氯化物在第 28.44
節。

（C）疊氮化物（Azides）
金屬的疊氮化物能視作疊氮酸（HN3）的鹽類。
（1）疊氮化鈉（NaN3）此是由一氧化二氮在醯胺鈉中作用而得，或來自聯氨、亞硝酸乙酯和氫氧化鈉，為無色
結晶狀物。可溶於水，在濕空氣中會稍微變壞。在空氣中會受到二氧化碳強烈地影響。它對電擊感受性強，
像雷酸汞，但對熱的感受性較雷酸汞弱。用於製造炸藥中的引爆物。
（2）疊氮化鉛（PbN6）此由疊氮化鈉和醋酸鉛而來。為白色結晶狀的粉末，對電擊很敏感，必需存於水中。它的
用途可以取代雷酸汞作為炸藥。

（D）矽化物（Silicides）
（1）矽化鈣。為非常重的灰色的結晶塊狀物。用於冶金方面，可用於局部性生產氫氣，和製造煙霧彈。
（2）矽化鉻。有很多種矽化鉻，它們是很硬的物質，可作為研磨料。
（3）矽化銅（第 74.05 節之銅矽母合金除外）。通常是脆的平板物。可作為精煉銅時的還原，幫助鑄模，增加它
的硬度和防止它的破裂，並可使得銅合金較不易腐蝕。也用於製造青銅矽或銅鎳合金。
（4）矽化鎂或矽化錳
本節並不包括下列元素的矽化合物：氧（第 28.11 節）、鹵素（第 28.12 節）、硫（第 28.13 節）、磷（第 28.53
節）。碳矽化物（矽碳化物）列於第 28.49 節，鉑和其他貴金屬的矽化物在第 28.43 節，含有矽的鐵合金和含矽為
主的合金第 72.02 或 74.05 節，鋁矽合金在第七十六章。見上述（A）中矽和氫的結合物。

（E）硼化物（Borides）
（1）硼化鈣（CaB6）此是由硼酸和氯化鈣的混合物電解而得；為帶黑色的結晶粉末。可用於冶金業中作為有效的
還原劑。
（2）硼化鋁，它可在高溫電熔爐中獲得，呈結晶塊狀物。可用於製造玻璃。
（3）鈦、鋯、釩、鈮、鉬和鎢的硼化物，它們是由其金屬粉末和純硼粉末在 1800℃至 2200℃高溫真空下加熱而
得，或藉著揮發的金屬蒸氣和硼處理而得。這些化合物非常硬，且是極好的導電體。它們被用在硬的燒結
組成中。
（4）鎂、鈣、錳和鐵的硼化物等。
本節不包括硼與下列元素所形成的化合物：氧（第 28.10 節）、鹵素（第 28.12 節）、硫（第 28.13 節）、貴
金屬（第 28.43 節）、磷（第 28.53 節）、碳（第 28.49 節），見上述（A）（B）（C）與氫、氮或矽的結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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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並不包括「銅─硼」為主的主要合金（見第 74.05 節的註解）。

28.52-含汞之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汞齊除外
2852.10-符合化學定義者
2852.90-其他
本節包括汞齊除外之汞的無機或有機化合物(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最普遍的汞化合物列出如下:
（1）氧化汞。氧化汞(HgO)是最重要的汞氧化合物。以亮紅色結晶粉末（紅色氧化物）或較濃的橙黃色無定形粉
末（黃色氧化物）存在。這些氧化物具有毒性，曝露光中會轉變成黑色。它們用於製造船舶漆或汞鹽，及
作為催化劑。
（2）汞之氯化物
（a）氯化亞汞（甘汞）（Hg2Cl2）。以無定形塊狀、粉末狀或白色晶體存在；不溶於水。氯化亞汞亦使用於
煙火、瓷器工業等。
（b）氯化汞（二氧化汞，具腐蝕性昇華物）（HgCl2）。菱形或白色長針狀晶體。溶於水（特別是熱水）；
是一種強烈毒物。它用於鐵的鍍銅、浸漬木材使其耐火，或作為照像的一種增厚劑，有機化學的一種催
化劑，及用於製造氧化汞。
（3）汞之碘化物
（a）碘化亞汞（HgI 或 Hg2I2）。粉末狀，常是無定形，但有時是晶體；通常是黃色，但有時是淺綠色或淺紅
色；微溶於水且劇毒。它使用於有機合成。
（b）碘化汞（二碘化汞，紅色碘化物）（HgI2）。結晶之紅色粉末，幾乎不溶於水，劇毒。被用於照像（作
為一種增厚劑）及分析。
（4）硫化汞。人造硫化汞（HgS）是黑色。經昇華或與鹼性多硫化物一起加熱，黑色硫化汞轉化成紅色粉末（紅
色硫化汞，人造朱紅），被用作油漆或封蠟的顏料。以濕法製成之產品較光亮，但抗光作用較差。此種鹽具
有毒性。
本節不包括天然之硫化汞（辰砂（一硫化汞），天然銀朱（硫化汞））（第 26.17 節）。
（5）汞之硫化物
（a）硫酸亞汞（Hg2SO4）。白色結晶粉末，會被水分解成鹼式硫酸鹽。被用於製備甘汞及標準電池。
（b）硫酸汞（HgSO4）。白色無水結晶塊，在光照下會變成黑色，或呈水合之結晶薄片（具有 1 個 H2O）。
被用以製造氯化汞及其他汞鹽，用於金或銀之冶煉等。
（c）硫酸二氧三汞（HgSO4．2HgO）（鹼式汞硫酸鹽）。
（6）汞之硝酸鹽。
（a）硝酸亞汞（HgNO3．H2O）。有毒，無色晶體。被用於鍍金、醫藥；被帽商用在製氈過程前處理毛髮(製
帽的硝酸處理)；用於製造醋酸亞汞等。
（b）硝酸汞（Hg(NO3)2）。水合鹽類（一般具有 2 個 H2O）。為無色晶體，或白色或黃色之厚塊，易潮解且
具有毒性。其用於製帽業及鍍金；亦用作硝化助劑，及作有機合成的催化劑，用於製造雷酸汞或氧化
汞等。
（c）鹼式硝酸汞。

（7）汞之氰化物（Mercury Cyanides）
（a）氰化汞（Hg(CN)2）。
（b）氧氰化汞（Hg(CN)2.H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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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無機鹼的氰基汞酸鹽。氰基汞酸鉀，無色晶體，可溶於水，它具有毒性。用於鏡子鍍銀。
（9）雷酸汞（大概是 Hg(ONC) 2）。白色或淺黃色晶體，針狀，可溶於沸水，具有毒性。爆作時會放出紅色煙霧。
進口時裝於盛滿水的非金屬容器中。
（10）硫氰酸汞（Hg(SCN) 2）。白色結晶粉末，難溶於水。具有毒性，用於照像以加厚底片。
（11）砷酸汞。正砷酸汞（Hg3(AsO4) 2）。為淡黃色粉末，不溶與水。被用於防臭漆。
（12）複鹽或錯鹽
（a）氯化銨與汞（【氯化汞銨或氯汞酸銨】，白色結晶粉末，在熱水中較易溶解；具有毒性。用於煙火製
造術。
（b）碘化汞銅。一種暗紅色粉末，不溶於水，具有毒性。用於測溫計(thermos copics)。
（13）銨基氯化汞（HgNH2Cl）。白色的粉末，暴露在光下會轉變成淺灰色或淺黃色，不溶於水；具有毒性。用
於煙火製造術。
（14）醋酸汞，醋酸的鹽類。
（15）有機-無機汞化物。可能含有一個或更多的汞原子，尤其具有(-Hg.X)根，其中 X 為有機酸或無機酸之剩餘
官能基。
（a）二乙基汞。
（b）二苯基汞。
（c）苯基醋酸汞。
(16)氫汞二溴螢光紅。
(17)不符合化學定義之汞化合物 (汞之鞣酸鹽、汞之白蛋白酸鹽、核蛋白汞鹽等)。
本節不包括：
（a）汞(第 28.05 節或第 30 章)。
（b）貴金屬之汞齊，同時含有貴金屬與卑金屬的汞齊（第 2843 節），及全部含卑金屬的汞齊（第 28.53 節）。

28.53-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其他無機化合物（包括蒸餾或導電水及
類似純淨之水）；液態空氣（不論是否除去稀有氣體）；壓縮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
外。
2853.10-氯化氰(氯甲腈)
2853.90-其他
（A）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
磷化物是磷與其他元素的化合物。
屬於此最重要的磷化物是直接由組成元素反應而得，它們包括：
（1）磷化銅（磷銅），它是在反射爐或坩堝中產生。通常是微黃灰色塊狀或小而脆的錠狀結晶結構。本節包括
含磷重量百分比超過 15％的磷化銅和以銅為主的合金。未達此含磷量者一般列於第 74 章。磷化銅是一種非
常好的銅之脫氧劑，它可增加這金屬的硬度，它可增進熔融金屬的流動性，亦可用於磷青銅的製造。
（2）磷化鈣（Ca3P2）栗褐色的小結晶，或為灰色粒狀塊狀物，它與水接觸會放出磷化氫，而磷化氫會自然地燃
燒。它與碳化鈣可用於海上訊號（作為救生時自燃性的閃光）。
（3）磷化鋅（Zn3P2）是一種灰色帶有似玻璃碎片的有毒粉末，會放出磷化氫，在潮濕空氣中會變質。可用於毒
殺齧齒類動物和蝗蟲，亦可作藥物（取代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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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磷化錫是一種很容易脆的銀白色固體。可用於製造合金。
（5）其他的磷化物，例如，磷化氫（固體、液體、氣體）和砷、硼、矽、鋇、鎘的磷化物。
本節不包括：
（a）磷與氧的化合物（第 28.09 節），磷與鹵素的化合物（第 28.12 節）或磷與硫的化合物（第 28.13 節）。
（b）鉑與其他貴金屬的磷化物（第 28.43 節）。
（c）鐵磷（磷化鐵）（第 72.02 節）。”

（B）蒸餾水或導電水及類似純度之水
本節只包括蒸餾水，二次蒸餾水或電滲透水（electro-osmotic water），導電水和類似純度的水，包括用離子交
換樹脂處理過的水。
天然水，甚至是經過過濾、殺菌、純化或軟化者都除外（第 22.01 節）。當它們作為醫藥用途用於藥物劑量
或零售包裝的水則列於第 30.04 節。

（C）雜項無機化合物
無機化學物質並不指在別處特別定義者或列入其他節者，而為包括於本節中的（包括列於本章註解 2 的某些
碳的化合物）。
本節包括：
（1）氰化物和氰的鹵化物，例如：氯化氰(氯甲腈)（CNCl）；氰氮化物和它們的金屬衍生物（非氰氮化鈣（第
31.02 或 31.05 節））。
（2）非金屬的氧硫化物（砷、碳、矽的）和非金屬的氯硫化物（磷、碳等的）。醯碳醯氯（CSCl2）（二氯化硫
碳醯），此是由氯氣於二硫化碳中作用而得，為一種紅色的液體，它會使人室息與催淚，它會被水所分解，
可用於有機合成上。
（3）鹼胺。胺鈉或胺基鈉（NaNH2）可由氨氣與鈉─鉛合金加熱作用而得或是將氨氣通於熔融氣體狀態中鈉中作
用而得，為微粉紅色或微綠色的結晶塊狀物，會被水所分解。可用於有機合成，可製造疊氮化物、氰化物
等。亦有鉀和其他金屬的胺化物。
（4）碘化磷。其製造方法可從，例如：將磷、碘和水相互作用而得，可作還原劑。
（5）三氯矽烷(SiHCl3)。是由氯化氫(HCl)與矽反應而得，它用於製備熔融的硅土及非常純的矽。

（D）液體空氣和壓縮空氣
於工業上，液態空氣存於鋼製或黃銅製的真空容器中。它會嚴重引起燃燒，也會軟化有機物質，使其易脆。
它的用途，可藉著分餾的方法獲得氧氣、氮氣和稀有氣體。因為它會快速蒸發之故，可用於實驗室作為一冷凍劑。
它與木炭和其他物質混合，會產生一種用於採礦上強力的爆炸物
本節也包括：
（1）已除去稀有氣體的液態空氣。
（2）壓縮的空氣。

（E）汞齊、但不包括貴金屬的汞齊
汞與數種卑金屬（鹼金屬和鹼土金屬、鋅、鎘、銻、鋁、錫、銅、鉍等）的汞齊。
汞齊可用於下列方法獲得：直接以汞與金屬作用而得，利用汞陰極，進行金屬鹽類電解，或是利用金屬作為
陰極而進行汞鹽的電解。
以低溫下電解、蒸餾獲得的汞齊的製備自燃的金屬上較在高溫獲得的汞齊活性大。它們也用於貴金屬的冶煉。
（1）鹼金屬的汞齊，在水分解時所產生的熱較純的金屬少一些，因此它們的還原劑活性較後者為大。鈉汞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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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於製造氫氣。
（2）鋁汞齊被用於有機合成中作為還原劑。
（3）銅汞齊含有少量的錫可被用於牙醫學。銅汞齊是金屬的結合物，當加熱時會變軟，適合鑄模和修補瓷器。
（4）鋅汞齊被用於電池防止腐蝕。
（5）鎘汞齊用於牙醫學上和用在燒結金屬上製造鎢絲。
（6）「銻─錫」汞齊被用作青銅色的塗料。
無論是否與卑金屬連結之含有貴金屬的汞齊除外（歸入第 28.43 節）。除了汞齊以外的汞化合物(不論是否符
合化學定義)歸入第 28.5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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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產品
章註：
1.─除另有規定者外，本章各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
（a）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不論其是否含有雜質；
（b）兩種或以上相同有機化合物之異構物混合物（不論其是否含有雜質），但非環烴異構物（立體異構體
除外）混合物，不論其飽和與否，均不包括在內（第二十七章）；
（c）第 29.36 至 29.39 節之產品或第 29.40 節之糖醚、糖縮醛、糖酯及其鹽類或第 29.41 節之產品，均不論其
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
（d）上列（a）、（b）或（c）項所述各產品之溶於水中者；
（e）上列（a）、（b）或（c）項所述各產品之溶解於其他溶劑中者，但以該溶液屬於該項產品專為安全或
運輸上理由所採之正常必要方法，且該溶劑並不致使該項產品逾越其一般性用途而適合於特殊用途者
為限；
（f）上列（a）、（b）、（c）、（d）或（e）項所述之各產品為保存或運輸上所必需而加入安定劑者（含
抗結塊劑）；
（g）上項（a）、（b）、（c）、（d）、（e）或（f）項所述各產品，為易於辨認或安全之理由，經加入
抗塵劑、著色料或產生氣味物質者，惟添加結果不致使該產品逾越其一般性用途而適合於特殊用途者；
（h）供生產偶氮染料之下述產品經稀釋至標準力度者：重氮鹽、供生產該類鹽之偶聯劑及可重氮化之胺類
及其鹽類。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15.04 節之物品或第 15.20 節之粗製甘油；
（b）乙醇（第 22.07 節或 22.08 節）；
（c）甲烷或丙烷（第 27.11 節）；
（d）第二十八章註 2 所述之碳化合物；
（e）第 30.02 節之免疫產品;
（f）尿素(第 31.02 或 31.05 節)；
（g）植物性或動物性著色料（第 32.03 節），合成有機著色料，合成有機產品用作螢光增白劑或發光體（第
32.04 節）或作零售包裝之染料或其他著色料（第 32.12 節）；
（h）酵素（第 35.07 節）；
（ij）三聚乙醛、六亞甲基四胺及類似物質作成片、桿或類似形狀供作燃料之用，或液體或液化氣體燃料儲
3

存於容量不超過 300cm 之容器中，供灌注或再灌注香煙用或類似之打火機用（第 36.06 節）；
（k）第 38.13 節之滅火器或滅火彈配藥；第 38.24 節之零售包裝脫墨劑；或
（l）光學元件，例如酒石酸乙二胺結晶體（第 90.01 節）。
3.─凡物品可能包括在本章兩個或以上節者，應歸入其最後之節。
4.─第 29.04 至 29.06、29.08 至 29.11 及 29.13 至 29.20 節凡所指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包括其複合衍
生物，例如磺鹵化、硝鹵化、硝磺化或硝磺鹵化之衍生物。
凡硝基或亞硝基類並不為第 29.29 節所稱之「氮官能化合物」。
第 29.11、29.12、29.14、29.18 及 29.22 節所稱「氧官能」係專指第 29.05 至 29.20 節之官能基（特有的有機含
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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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本章內第一至七分章，含酸官能之有機化合物所成之酯類，應與其化合物同樣分類，並以出現在此分章
中最後者為其節號。
（B）乙醇與本章內第一至七分章含酸官能之有機化合物所成之酯類，應與其相當之酸官能基化合物同樣分類。
（C）依照第六類註 1 及第二十八章註 2 之規定：
（1）有機化合物例如本章第一至第十分章或第 29.42 節之含酸、酚或烯醇官能化合物或有機鹼之無機鹽
類，應歸列入該有機化合物之節及有機鹼，應按適當之有機化合物分類；
（2）本章內一至十分章或第 29.42 節有機化合物之間所形成之鹽類，應以構成該鹽類之物為鹼或酸（包
括酚或烯醇官能化合物）並以出現在本章最後者為其節號；及
（3）除可歸入在第十一分章或 29.41 節者外，配位化合物應於「斷裂」其所有金屬鍵（金屬與碳間鍵除
外）後，按所形成之分解體分類，並以出現在本章最後者為其節號。
（D）金屬醇化物應按與其相當之醇同樣分類，但乙醇（第 29.05 節）除外。
（E）羧酸之鹵化物應按與其相當之酸同樣分類。
6.─第 29.30 及 29.31 節之化合物為有機化合物，其分子除其中含有氫、氧或氮原子，尚有其他非金屬或金屬原子
（諸如硫、砷或鉛）與碳原子直接連結。
第 29.30 節（有機硫化合物）及第 29.31 節（其他有機─無機化合物）並不包括磺化或鹵化之衍生物（含複合
衍生物在內），各該衍生物除氫、氧及氮外僅有硫或鹵素原子與碳直接連結，致使其具有磺化或鹵化之衍生
物（或複合衍生物）之性質者。
7.─第 29.32、29.33、及 29.34 節並不包括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過氧化酮、醛或硫醛之環狀聚合物、多元羧酸
之酐、多元醇或酚與多元酸之環酯及多元酸之亞醯胺。
以上規定僅適用於環上雜原子，係完全得自環化官能或此處所載之官能者。
8.─第 2937 節所稱之：
（a）「荷爾蒙」包括荷爾蒙釋放劑、荷爾蒙促進劑、荷爾蒙抑制劑及荷爾蒙拮抗劑（抗荷爾蒙）。
（b）「主要做為荷爾蒙使用」一詞，不僅適用於主要以荷爾蒙效果使用之荷爾蒙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亦
適用於在合成本節產品中，主要做為中間體使用之那些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
。。

目註：
1.─在本章任何節中，一種化合物（或一族化合物）之衍生物，如未更明確地列入任何其他目且有關目中並未列
有（其他）項分目者，則應列入與該化合物（或一族化合物）之同一目中。
2.─第二十九章章註 3 不適用於本章之目。

總

則

一般而言，除本章章註 1 另有規定者外，本章僅限於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

（A）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
（章註１）
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係指物質由單種分子（例如共價或離子）組成，此物質成分係指有一定比例的元素，
且能夠以明確的構造圖表示者。在一晶格內，此種分子相當於重複單元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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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化學定義之化合物，含有在製造中或製造後（含純化過程）蓄意添加之其他物質是不包括在本章之內，因此，
例如由糖精與乳糖混合而成之產物，以使該化合物可適合為甜味劑使用，則排除在本章之外（見第 29.25 節之註
解）。
本章所述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可含有雜質（註 1（a））。例外者為第 29.40 目中規定糖為限於化學上之
純糖。
「雜質」一辭，僅指在製造過程（包括純化過程）中直接產生而出現於單一化合物中之物質。此等物質係由
製程中所含任一因素所造成，主要為下列各物：
（a）未轉化之起始原料。
（b）存在於起始原料中之雜質。
（c）用於製程（包括純化過程）中之試劑。
（d）副產品。
然而，應注意：根據註 1（a），此類物質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被視為「雜質」。當此類物質係屬故意被留在
產品中，致使逾越其一般用途而特別適合於特殊用途時，則不被視為可允許之雜質。例如：含有醋酸甲酯與故意
留存之甲醇二者之產品由於可增進作為溶劑之適用性者（第 38.14 節）。對於某些化合物（例如：乙烷，苯，酚，
吡啶），由於具有特定的純度標準，故在第 29.01、29.02、29.07 及 29. 33 節之註解中指明之。
本章所述符合化學定義之化合物得溶於水中者。除應依照第二十八章總註解之規定外，本章亦包括非水溶液
及加有穩定劑、抗塵劑及著色料之化合物 （或其溶液）。 例如加入第三丁基鄰苯二酚當抑制劑之苯乙烯仍列於
第 29.02 節。第二十八總註解關於加入穩定劑、抗塵劑及著色料之規定，可適用於本章之化學化合物。除應依照
著色料之同樣規定外，此類化合物亦得含添加有香味之物質（例如第 29.03 節之溴化甲烷，經加入少量三氯硝基
甲烷（chloropicrin）者）。
本章尚包括不論是否含有雜質之相同有機化合物之異構體混合物，這些化合物之混合物具有相同化學作用
（或多項作用）者，及天然共存，或同時得自相同合成過程中之共同原則。但無環烴之異構物之混合物（立體異
構物除外），不論飽和與否均除外（第二十七章）。

（B）第二十八章與第二十九章之化合物之區別
貴金屬、放射性元素、同位素、稀土金屬、釔及鈧之有機化合物，和其他列在第 28 章註解總則（B）項之含
碳的化合物，應排除於第 29 章之外（見第六類類註一及第二十八章章註二）。
有機─無機化合物均列於第二十九，但第二十八章註 2 所列者除外。

（C）下列產品，即使為非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仍歸入第二十九章
關於第二十九章僅限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規定，有若干例外。此項例外包括歸入下列各節之產品：
第 29.09 節─酮之過氧化物。
第 29.12 節─醛之環狀聚合物；三聚甲醛。
第 29.19 節─乳醯磷酸鹽。
第 29.23 節─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第 29.34 節─核酸及其鹽類。
第 29.36 節─維生素原及維生素（包括濃縮體及二者之混合物），不論加入溶劑與否。
第 29.37 節─內分泌素。
第 29.38 節─苷及其衍生物。
第 29.39 節─植物鹼及其衍生物。
第 29.40 節─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及其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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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41 節─抗生素。
本章亦包括重氮鹽（見第 29.27 節註解（A）項），用作該項鹽類之偶聯用者，及可重氮化胺及其}黿類，經
加入如中性鹽而稀釋至標準力度者。此為用以生產偶氮染料。固體或液體均有。
本章更包括第 2936 節至第 2939 節和 2941 節貨品聚乙二醇化衍生物。這些聚乙二醇化衍生物與未聚乙二醇化
貨品仍歸類在同一節。然而，第 29 章其他所有節之聚乙二醇化衍生物，則被排除在該節外（通常第 3907 節）。

（D）未列入第二十九章之若干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
（章註 2）
（1）若干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縱為化學級純品，通常不列入第二十九章。項產品除已列於第二
十八章者外，（見第二十八章總註解（B）項）其餘舉例如下：
（a）蔗糖(第 17.01 節)；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第 17.02 節）。
（b）乙醇（第 22.07 節或第 22.08 節）。
（c）甲烷及丙烷（第 27.11 節）。
（d）免疫產品（第 30.02 節）。
（e）尿素（第 31.02 節或 31.05 節）。
（f）動物性或植物性著色料（如葉綠素）（第 32.03 節）。
（g）合成有機染料（包括顏染料）及一般用作螢光發光劑之合成有機產品者（例如若干 1，2 二苯乙烯之衍
生物）（第 32.04 節）
（2）若干其他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本得已列入第二十九章者，因其已製成某種形式或經過某種處
理而其化學成分未變者不列於本章。舉例如下：
（a）適用於醫療或預防用藥品，具有劑量或製成形或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者（第 30.04 節）。
（b）經處理使其具有發光性能之用作發光物（例如小楊醛）之產品（第 32.04 節）。
（c）染料及其他著色物製成形或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者（第 32.12 節）。
（d）用於香水、脂粉、化粧用品（如丙酮）之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式樣者（第 33.03 至第 33.07 節）。
（e）膠類或黏著劑之產品而已具零售之包裝淨重不超過 1 公斤者（第 35.06 節）。
（f）固體燃料（如三聚乙醛、六次甲基四胺）製成燃料用之式樣者，及打火機用之液體或液化燃料（如液
體丁烷）裝於容量不超過 300 立方公分之容器之內者（第 36.06 節）。
（g）照相用之對苯二酚及其他未混合產品，經定量包裝或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即可供攝影之用著（第 37.07
節）。
（h）消毒劑、殺蟲劑等，裝於如第 38.08 節所述之式樣者。
（ij）產品（例如四氯化碳）之用作滅火藥配藥或已裝於滅火彈內者（第 38.13 節）。
（k）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之脫墨劑（例如第 29.35 節溶於水之氯胺）（第 38.24 節）。
（l）光學元件（例如酒石酸二胺）（第 90.01 節）。

（E）可歸入第二十九章內二個或二個以上之稅則號別之產品
（章註 3）
此種物品應歸入其可歸入之最後一節 。 舉例言之 ， 抗壞血病酸可視為內酯（第 29.32 節）或維生素（第
29.36 節）；故應歸入第 29.36 節。同一理由，烯丙基雌醇即為一環狀醇（第 29.06 節）亦為一具有原甾烷結構之
類固醇，主要作為內分泌素之用途（第 29.37 節），故應歸入第 29.37 節。
但應注意節 29.40 節最後一句特別規定，歸入第 29.37、29.38 及 29.39 節之產品不得歸入該節。

（F）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及其複衍生物
（章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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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某些節中包括有關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這些衍生物亦包括複衍生物在內，例
如磺鹵化、硝鹵化、硝磺化、硝磺鹵化等衍生物。
凡硝基及亞硝基類並不認為係具有第 29.29 節所稱之氮基─作用者。
鹵化、磺化、硝化及亞硝化衍生物係由原化合物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氫原子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鹵素原子、
磺酸基（-SO3H）、硝基（-NO2）或亞硝基（-NO）或被其任何結合者取代所生成的。在此類衍生物中，分類上列
入考量之任何官能基（例如，醛、羧酸、胺），應保持原狀。

（G）酯、鹽、配位化合物及部分鹵化物之分類
（章註 5）
（1）酯
屬於本章第 1 至第 7 分章之具有酸基─作用之有機化合物，與同屬於上述各分章之有機化合物所成之
酯類，應與有關的最後一節所列的化合物一同歸類。
例如：
（a）醋酸二乙二醇酯（由第 29.15 節之醋酸與第 29.09 節之二乙基乙二醇反應而成之酯）…（第 29.15 節）。
（b）苯磺酸甲酯（由第 29.04 節之苯磺酸與第 29.05 節之甲醇反應而成之酯）……第 29.05 節。
（c）鄰苯二甲酸─丁酯（多元羧酸中只有一個 COOH 基之氫被取代之酯）……第 29.17 節。
（d）丁基鄰苯二甲醯基乙醇酸丁酯（由第 29.17 節之鄰苯二甲酸，第 29.18 節之乙醇酸及第 29.05 節之丁醇
反應而成之酯）……第 29.18 節。
此項規定對於乙醇與具有酸基─作用化合物所成之酯不適用，因其不列於第二十九章內。此項酯類應
與其所自生而具有酸基─作用之化合物同樣分類。
例如：醋酸乙酯（第 29.15 節之醋酸與乙醇反應而成之酯）……第 29.15 節。
但應注意，糖酯及其鹽類歸入第 29.40 節。
（2）鹽類
附屬於第六類類註 1 及第二十八章註 2 者。
（a）第一至第十分章或第 29.42 節，其含有酸基─、酚基─或烯醇基─作用之有機化合物或有機鹼的無機
鹽類，按其相應之有機化合物分類。
此項鹽類係以下列反應而成：
（i）含酸基─、酚基─或烯醇基─作用有機化合物與無機鹼反應。
例如：
甲氧基苯甲酸鈉（第 29.18 節之甲氧基苯甲酸與氫氧化鈉反應而得之鹽）…第 29.18 節。
此類鹽類亦可由前述之酸酯類與無機鹼作用而成。
例如：
鄰苯二甲酸正丁酯銅（以第 29.17 節之鄰苯二甲酸一丁酯與氫氧化銅反應而成之鹽）……第
29.17 節。
或（ii）有機鹼與無機酸。
例如：
鹽酸二乙胺（第 29.21 節之二乙胺與第 28.06 節之氫氯酸產生反應生成之鹽）…第 29.21 節。
（b）第 1 至第十分章或第 29.42 節之有機化合物彼此間生成之鹽類，應按其相當之鹼或酸反應物（含酚基
─或烯醇基─作用化合物）所歸入本章有關節之最後一節分類。
例如：
（i）醋酸苯胺（係由第 29.15 節之醋酸與第 29.21 節之苯胺反應而成之鹽）……第 29.21 節。
（ii）苯氧醋酸甲胺（係由第 29.21 節之甲胺與第 29.18 節之苯氧醋酸反應而成之鹽）……第 29.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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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位化合物。
金屬配位化合物一般包括所有型態，無論是否帶電荷，其係由一個金屬與數個原子團(一般 2 至 9 個原
子)鏈結，而形成可利用的 1 個或更多配位根。由金屬與原子團鏈接所成的幾何結構及與金屬連結鍵數，決
定了該金屬之特性。
除可歸入在第 11 分章或 29.41 節者外之配位化合物，應該考慮除金屬與碳間鍵外的所有金屬鍵的「斷
裂」分解體，並應根據列於第 29 章的分解體（為了分類所需，而視為存在的化合物）作分類，且以出現在
最後者為其節號。
為了配合本章章註 5 (C)(3)的目的，該項的分解體包括經由「斷裂」結果的配位根及包含金屬-碳鍵的部
分。
例子如下:
草酸鐵鉀(Ⅲ)被分類在草酸所歸入的節(第 29.17 節)，是根據金屬鍵「斷裂」後的分解體作分類。

膽汁鹼鐵(Ferrocholinate)(INN)是被分類在膽汁鹼適用的節(第 29.23 節)，其分類係以出現最後者為其節號，
而非以另一分解體檸檬酸所歸入的節分類。

布度鈦(Budotitane) (INN)：金屬鍵「斷裂」後而得到的兩個分解體，一個對應乙醇(第 22 章)，另一個是歸
入第 29.14 節的對苯甲醯丙酮(benzoylacetone) (和它的烯醇官能基)。因此布度鈦(Budotitane) (INN) 應該被歸入
在第 29.14 節。

（4）羧酸之鹵化物
此種鹵化物按其相應之酸分類在相同之節中。例如氯化異丁醯列入第 29.15 節（一如與其相當之異丁酸）
。

(H)歸列第 29.32、29.33 和 29.34 節
(章註 7)
第 29.32、29.33、及 29.34 節並不包括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過氧化酮、醛或硫醛之環狀聚合物、多元羧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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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酐、多元醇或酚與多元酸之環酯及多元酸之亞醯胺。其環內雜原子係完全得自此處所列之環化官能基所形成者。
然而，除了第 29 章章註 7 首段所列的官能基之外，在結構中倘出現有其他環內雜原子，這個分類應由所有出
現在環化的官能所決定。因此，例如，阿那昔酮(anaxirone)以及帕拉德福韋(pradefovir)應當作含兩個或以上不同原
子的雜環化合物歸列在第 29.34 節，而不當作僅含氮雜原子的雜環化合物歸列在第 29.33 節。

阿那昔酮(INN)

帕拉德福韋 (INN)

(Anaxirone)

(Pradefovir)

(IJ)衍生物之分類
化學上的化合物其衍生物之分類在節之層次，係應用解釋準則來決定的。當衍生物可能歸入兩個或兩個以上
之節時，採用本章章註 3。
在本章任何一節中，衍生物係採用目註 1 來作分類。

(K)稠合環系統
稠合環系統是一種至少含有兩個環之系統，其環與環間具有一個，且僅有一個共同鍵，同時具有兩個，且僅
有兩個共用原子者。
稠合環系統出現於多環化合物之分子上（如：多環烴類，雜環化合物）。其分子內兩個環狀的環是由共用邊
上的兩個相鄰原子連接而成。舉例如下：

在複環系統中，稠合現象可能發生在任一特別環的一個邊以上，其兩個環含有兩個，且僅兩個共用原子之多
環化合物，稱之為 "正─稠合" 。另一方面，在多環化合物中的一個環含有兩個且僅兩個原子，與一連串環中的
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環之每一個共用者，稱之為 "正─且鄰─稠合" 。此兩種不同型的稠合環系統，以下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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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稠合系統"

"正一且鄰一稠合系統"

另一方面，下面是架橋式（未稠合）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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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烴（碳氫化合物）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1-非環烴（碳氫化合物）。
2901.10-飽和
-不飽和：
2901.21--乙烯
2901.22--丙烯
2901.23--丁烯及其異構物
2901.24--1,3─丁二烯及異戊二烯
2901.29--其他
非環烴類化合物僅有碳與氫二種元素，在其結構上沒有環。可分成兩大類：
（A）飽和非環烴。
（B）不飽和非環烴。

（A）飽和非環烴
此族所形成之同系物，可以通式(CnH2n+2)表示之。其存於自然界者頗為豐富，且為石油之主要成份。
基本之烴，為甲烷(CH4)僅含一碳原子。但甲烷與含三碳原子之丙烷(C3H8)縱為化學級純品仍歸入第 27.11 節。
屬於本節之飽和非環烴包括下列各項:
（1）乙烷(C2H6)，含二碳原子。列入本節之乙烷，其純度依容積計算應達 95％或以上者。低純度之乙烷除外（第
27.11 節）。
（2）丁烷(C4H10)，含四碳原子。
（3）戊烷，含五碳原子。
（4）己烷，含六碳原子。
（5）庚烷，含七碳原子。
（6）辛烷，含八碳原子。
（7）壬烷，含九碳原子。
（8）癸烷，含十碳原子。
（9）十五烷，含十五碳原子。
（10）三十烷，含三十碳原子。
（11）六十烷，含六十碳原子。
此族飽和烴均不溶於水。在常溫常壓下，碳氫化合物所含之碳原子最多不過四個者均為氣體；含碳原子數為
五個至十五個者為液體；更高者則為固體。
在碳氫分中，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可為烷基所取代（例如甲基、乙基、丙基等）；因此異丁烷（2─甲
基丙烷，三甲基甲烷）與正丁烷的分子式相同。
屬於本節之碳氫化合物，其中在工業及商業上最重要者為乙烷氣及丁烷氣，均同時存在於石油及或天然氣中。
屬於本節之飽和無環烴，其形式必須為符合化學定義上之個別化合物，不論得自天然產物之精煉或經合成（視
為純級乙烷，見上述之項目（1））者。但本節不包括第 2711 節的天然丁烷、天然石油氣及類似天然氣體碳氫化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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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飽和非環烴
此族不飽和烴較相同碳原子數之飽和非環烴少二個、四個、六個等氫原子。顯示其中含有雙鏈或三鏈之存在。
（1）單烯烴
此族構成之同系物，以通式(CnH2n)表示。存在於產物之由眾多有機物質（煤氣、石油之裂化產物等）經
熱裂解而得者；亦可由合成方法產生。
（a）此系列中低碳數的化合物為氣體，計有下列各項：
（i）乙烯(C2H4)，無色氣體，微具醚之氣味，及強烈麻醉性。廣泛地用於有機化合物之製造（例如環
氧乙烷、乙苯、合成酒精、聚乙烯）。
列入本節之乙烯，其純度依容積計算應達 95％或以上者。低純度之乙烯除外(第 27.11 節)
（ii）丙烯(C3H6)，無色氣體，具高度可燃性及窒息性。
列入本節之丙烯，其純度依容積計算應達 90％或以上者。低純度丙烯除外（第 27.11 節）。
（iii）丁烯(C4H8)。
列入本節之此項不飽和非環烴須具有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之形式。但本節不包括第
27.11 節之天然氣體烴。
在一般交易中，所有此項產品均在加壓下為液體。
（b）單一烯烴含有五至十五個碳原子者均為液體。最主要者有下列各項：
（i）戊烯。
（ii）己烯。
（iii）庚烯。
（iv）辛烯。
（c）烯烴分子中之碳原子數大於 15 者均為固體。
（2）多烯烴。
此族構成一系列，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雙鏈。此族計有下列各項：
（a）丙二烯(C3H4)。
（b）1,2─丁二烯（甲基丙二烯）(C4H6)。
（c）1,3─丁二烯(C4H6)，無色氣體，具高度可燃性。
（d）2─甲基─1,3─丁二烯（異戊二烯）(C5H8)，無色液體，具高度可燃性。
（3）炔烴。
炔烴，含有一個三鏈（單炔，通式 CnH2n-2)或一個以上之三鏈（多炔）。
炔烴系中最重要者為乙炔(C2H2)，無色而有特臭之氣體。多種產物均由乙炔合成（例如乙酸、丙酮、異
戊二烯、氯乙酸、乙醇）。
乙炔於運送時溶於丙酮，加壓後與矽藻土同裝入特製之鋼瓶中。乙炔仍列入本節（見本章註 1（e）項）。
本系列之其他組成份子有：
（a）丙炔（甲基乙炔）。
（b）丁炔（乙基乙炔）。
（4）烯炔烴。
此烯炔烴之分子中含有烯鏈及炔鏈。最重要者為乙烯基（代）乙炔（乙炔中之一氫原子為一乙烯基所
取代），及甲基乙烯基（代）乙炔（乙炔中的二個氫原子均被取代，其一為乙烯基取代，另一為甲基所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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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環烴。
-環烷烴，環烯及環萜烯：
2902.11--環己烷
2902.19--其他
2902.20-苯
2902.30-甲苯
-二甲苯：
2902.41--鄰-二甲苯
2902.42--間-二甲苯
2902.43--對-二甲苯
2902.44--混合二甲苯異構物
2902.50-苯乙烯
2902.60-乙苯
2902.70-異丙苯
2902.90-其他
環烴類化合物僅有碳與氫二種元素，在其結構上至少有一環。可分成三大類：
（A）環烷烴及環烯烴。
（B）環萜烯。
（C）芳香烴。

（A）環烷烴及環烯烴
係環狀烴，飽和者（單環烷烴）相當於通式 CnH2n，多環烷屬烴或不飽和者（環烯屬）相當於通式 CnH2n-x（X
為 2,4,6 等）。
（1）單環烷烴，包括多次甲基烴及環烷烴，在石油中發現；例如：
（a）環丙烷(C3H6)（氣體）。
（b）環丁烷(C4H8)（氣體）。
（c）環戊烷(C5H10)（液體）。
（d）環己烷(C6H12)（液體）。
（2）多環烷烴，包括：
（a）十氫化萘(C10H18)，無色液體，用作漆及磨光料之溶劑等。
（b）橋式聯式化合物如 1,4,4a,5,6,7,8,8a─八氫化─外─1,4─內─5,8

(C12H16)，用於製殺蟲劑

HEOD。
2,6

3,9

5,8

（c ）帶有「籠形」結構 之化合物如五環 [ 5.2.1.O .O .O
2,6

3,9

5,8

[ 5.2.1.O .O .O ] 癸烷。
（3）環烯屬，包括：
(ａ)環丁烯(C4H6)，氣體。
(ｂ)環戊烯(C5H8)，液體。
(ｃ)環己烯(C6H10)，液體。
(ｄ)環辛四烯(C8H8)，液體。
(ｅ)薁(C10H8)，固體。
本節不包括屬於 32.04 節之合成胡蘿蔔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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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環萜烯
此族烴類在一般化學構造上與環烯屬並無不同，其通式為(C5H8)n，n 為 2 或 2 以上。天然存在於植物界，芳
香且具揮發性之液體，例如：
(１)松油精，係松節油、松木油、肉桂油等所組成；無色液體。
(２)樟腦精，含於肉豆蔻油，橙葉油中。
(３)檸檬油精，在柑屬果油中發現；雙戊烯，係檸檬油精之旋光異性體。天然雙戊烯除外（第 38.05 節）。
本節不包括精油（第 33.01 節）及膠，木餾或硫酸鹽之松節油及以蒸餾或其他方法處理針葉樹木所產生之
其他萜烯油類（第 38.05 節）。

（C）芳香族烴
此族化合物含一個或多個稠合或非稠合之苯環，苯為六個碳原子及六個氫原子所組成之烴，由六組(CH)以形
成六角環。
（I）僅含一個苯環之碳氫化合物，此類包括苯及其同系物。
（a）苯(C6H6)。存在於煤氣及某些石油以及液體產品內，後者係含碳量豐富（如煤、褐炭等）之多種有機化
合物，經乾餾而得者；亦可以合成而得。純者為無色、流動性、屈光性之液體。具揮發及可燃性、有
芳香氣味。易於溶解樹脂、脂肪、精油及橡膠等，多種產物均可由苯烴合成而得。
列入本節之苯，其純度以重量計算應達 95％或以上者。低純度之苯除外（第 27.07 節）。
（b）甲苯（甲基苯）(C6H5CH3)。苯之衍生物，即苯中之一個氫原子為一個甲基分子所取代。蒸餾輕煤焦油
或直鏈烴環化而得。為無色、流動性、屈光性、可燃燒之液體，有類似苯之芳香氣味。
列入本節之甲苯，其純度以重量計算，應達 95％或以上者。低純度之甲苯除外（第 27.07 節）。
（c）二甲苯（二甲基苯）(C6H4(CH3)2)。苯之衍生物，其中兩個氫原子已為兩個甲基分子所取代，有三種同
分異構物；鄰二甲苯，間二甲苯及對二甲苯。二甲苯係存在於輕煤焦油內之澄清，具可燃性液。
列入本節之二甲苯其純度依二甲苯各異構物總重量計算應為 95％或以上。低純度之二甲苯除外
（第 27.07 節）。
（d）其他芳香族烴係由一個苯環及一個或一個以上旁鏈（開鏈或閉鏈）形成；此族烴包括下列各項：
（1）苯乙烯(C6H5. CH＝CH2)，無色，油狀之液體，主要用於製造塑膠（聚苯乙烯）及合成橡膠。
（2）乙基苯(C6H5. C2H5)，無色，可燃，流動之液體，包含於煤焦油中，常由苯及乙烯製造而得。
（3）異丙苯(C6H5. CH(CH3)2)，無色液體，存在於某數種石油中。主要用作酚、丙酮、α─甲基苯乙烯
之生產或用作溶劑。
（4）對一異丙基甲苯(CH3. C6H4. CH(CH3)2)，在某數種精油中其含量頗豐富。無色液體，有使人愉快之
氣味。天然對一異丙基甲苯除外（第 38 .05 節）。
（5）四氫萘（萘滿）(C10H12)。以萘經觸媒氫化而得。無色液體，有類似萜烯般之氣味，用作溶劑等。
（Ⅱ）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非稠合苯環組成之烴；此族烴包括下列各項：
（a）聯苯(C6H5. C6H5)。閃爍之白色晶體，有令人愉快之香氣；特別用於製造氯化衍生物（塑性劑），用作
冷卻劑（單獨用或與二苯醚混合用），及核子反應器中之緩和劑。
（b）二苯甲烷(C6H5. CH2. C6H5)。係兩個苯環與次甲基(CH2)聯接而成之烴。無色針狀結晶；有天竺葵之香味；
用於有機合成。
（c）三苯甲烷(CH(C6H5)3)。甲烷中之三個氫原子為三個苯環所化代。
（d）聯三苯。聯三苯各異構體的混合物被用作冷九劑及核子反應器中之緩和劑。
（Ⅲ）兩個或兩個以上稠合苯環組成之碳氫化合物。
（a）萘(C10H8)，由兩個苯環稠合而成。存在於煤焦油、石油、煤氣及褐煤焦油等。為白色精細之結晶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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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特別之氣味。
歸入本節之萘(必須有 79.4℃或以上的結晶溫度。低純度之萘(不包括在內（第 27.07 節）。
（b）菲(C14H10)。由三個苯環稠合而成。為煤焦油蒸餾後之產品之一，精細而無色之螢光晶體。
歸入本節之菲以符合化學上定義或商業級之純品為限。天然菲不包括在內（第 27.07 節）。
（c）蒽(C14H10)亦由三個苯環稠合而成，發現於煤焦油中。為無色晶體或淡黃色粉末，有紫藍色螢光。
列入本節之蒽，以重量計算其純度應達 90％或以上者。低純度之除外（第 27.07 節）。
本組亦包括下列碳氫化合物：
(1)蒽。
(2)甲基萘。
(3)芴。
(4)螢蔥。
(5)苯甲菲（焦油腦）。
但本節不包括作為混合烷基芳香烴之十二烷基苯及壬萘（第 38.17 節）。

29.03-烴之鹵化衍生物。
-非環烴之飽和氯化衍生物：
2903.11--氯甲烷及氯乙烷
2903.12--二氯甲烷
2903.13--氯仿（三氯甲烷）
2903.14--四氯化碳
2903.15--二氯化乙烯(ISO)（1,2─二氯乙烷））
2903.19--其他
-非環烴之不飽和氯化衍生物：
2903.21--氯乙烯
2903.22--三氯乙烯
2903.23--四氯乙烯（過氯乙烯）
2903.29--其他
-非環烴之氟化、溴化或碘化衍生物：
2903.31--二溴化乙烯(ISO)（1,2─二溴乙烷）
2903.39--其他
-含二種或以上不同鹵素原子之非環烴鹵化衍生物：
2903.71--二氟一氯甲烷
2903.72--三氟二氯乙烷
2903.73--一氟二氯乙烷
2903.74--二氟一氯乙烷
2903.75--五氟二氯丙烷
2903.76--二氟一氯一溴甲烷、三氟一溴甲烷及四氟二溴乙烷
2903.77--其他，僅與氟及氯全鹵化
2903.78--其他全鹵化衍生物
2903.7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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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烷、環烯或環萜烯之鹵化衍生物：
2903.81--1,2,3,4,5,6─六氯環己烷（HCH(ISO))，包括靈丹(ISO，INN)
2903.82--阿特靈(ISO)，氯丹(ISO)，及飛佈達(ISO)
2903.83--滅蟻樂(ISO)
2903.89--其他
-芳香族烴之鹵化衍生物：
2903.91--氯苯、鄰二氯苯及對二氯苯
2903.92--六氯苯(ISO)及 DDT(ISO) (滴滴涕) (INN)（〔1,1,1─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
2903.93--五氯苯(ISO)
2903.94--六溴聯苯
2903.99--其他
此等化合物係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鹵素原子（氟、氯、溴、碘）取代烴結構式中之相同數目之氫原子而成。

（A）非環烴之飽和氯化衍生物
（1）一氯甲烷（氯化甲基），無色氣體，通常液化後裝入鋼筒內進口。用作冷卻劑、麻醉劑及用於有機合。
（2）二氯甲烷（二氯代甲烷），有毒、無色、揮發性液體；用於有機合成。
（3）氯仿（三氯甲烷），具有特殊氣味之無色揮發性液體；用作麻醉劑及溶劑及用於有機合成。
（4）四氯化碳，無色液體，用作滅火劑及硫、油類、脂肪、凡立水、石油、樹脂等之溶劑。
（5）一氯乙烷（氯化乙基），氣體、液化後裝入特殊容器內；用作麻醉劑。
（6）二氯化乙烯(ISO)（1,2─二氯乙烷），有毒無色液體，用作溶劑。
（7）1,2─二氯丙烷（二氯化丙烯），無色安定液體。具氯仿類氣味。用於有機合成，用作脂肪，油類，石蠟，
樹膠及樹脂等的溶劑。
（8）二氯丁烷。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類：
（a）氯化石蠟，係指氯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固體氯石蠟具有人造蠟之性質，屬第 34.04 節，而液體氯石蠟，
則屬第 38.24 節。
（b）產品用作滅火器或滅火彈之配藥者歸入第 38.13 節。

（B）非環烴之不飽和氯化衍生物
（1）氯乙烯,具三氯甲烷氣味之氣體,液化後裝入鋼質容器中；用以製造第 39.04 節之聚氯乙烯。
（2）三氯乙烯，無色液體，氣味與三氯甲烷之氣味相同，用作凡立水，油類及脂肪之溶劑；並用於有機合成。
（3）四氯乙烯（全氯乙烯）；無色液體，用作乾洗溶劑。
（4）亞乙烯基二氯。

（C）非環烴之氟化、溴化或碘化衍生物
（1）溴甲烷（溴代甲烷），氣體，液化後裝入特殊容器內；用作滅火劑及冷卻劑。
（2）溴乙烷（溴代乙烷），無色液體，氣味與氯仿（三氯甲烷）之氣味類似，用於有機合成。
（3）溴仿（三溴甲烷）。具有特殊氣味之無色液體；用作鎮靜劑。
（4）3─溴丙烯。
（5）碘甲烷（碘代甲烷）及碘乙烷（碘代乙烷），液體，用於有機合成。
（6）二碘甲烷（碘化次甲基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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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碘仿（三碘甲烷），具有特殊氣味之黃色粉末或黃色結晶體；醫學上用作防腐劑。
（8）烯丙基碘（3─碘丙烯）。
本節不包括用作滅火器的裝配藥及已裝配藥之滅火彈（第 38.13 節）。

（D）二個或二個以上不同鹵素原子非環烴鹵化衍生物。
二氟一氯甲烷、三氟二氯乙烷、一氟二氯乙烷、二氟一氯乙烷、五氟二氯丙烷、一氟三氯甲烷、二氟二氯甲
烷、三氟三氯乙烷、四氟二氯乙烷、五氟一氯乙烷、二氟一氯一溴甲烷、三氟一溴甲烷及四氟二溴乙烷之貿易已
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所控管。
本節不包括用作滅火器的裝配藥及已裝配藥之滅火彈者（第 38.13 節）。

（E）環烷、環烯或環萜烯之鹵化衍生物
（1）1,2,3,4,5,6─六氯環己烷（HCH(ISO))，包括靈丹(ISO，INN)。白色或帶黃色粉末或結晶薄片；為強力殺蟲劑。
（2）環丙烷或環丁烷之鹵化衍生物。
（3）八氯四氫─4,7─內亞甲基印，亦為強力殺蟲劑。
2,6

3,9

5,8

（4）“籠形”結構烴之鹵化衍生物，如十二氯化五環[5.2.1.O .O .O ]癸烷。
（5）環萜烯之鹵化衍生物，如氯梓腦，氯化龍腦等。

（F）芳香族烴之鹵化衍生物
（1）氯苯，可燃燒之液體，有輕微之芳香；用於有機合成並作為凡立水、樹脂及瀝青之溶劑。
（2）鄰─二氯苯，無色液體。
（3）間─二氯苯，無色液體。
（4）對─二氯苯，白色結晶，用作殺蟲劑，空氣清新劑或用作製造染料之中間物。
（5）六氯苯(ISO)及五氯苯(ISO)，不溶於水之白色針狀結晶。。
（6）DDT(ISO) (滴滴涕) (INN)（1,1,1─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或二氯化二苯基三氯乙烷），無色結晶或白
色至微灰白色粉末，為殺蟲劑。
（7）氯甲苯，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氣味，具高度催淚性質；用於有機合成。
（8）一氯萘，α─氯萘（流動性液體）或β─氯萘（揮發性晶體）；均具有萘之氣味；用於有機合成及作為塑
造劑等。
（9）1,4─二氯萘，為亮麗無色的晶體，和八氯萘，為亮麗淡黃色的晶體，均用作殺蟲劑。
未混合之液體多氯萘屬本節；但其固態為混合物且有人造蠟性質者則否。
（10）溴苯乙烯。
（11）六溴聯苯，典型的例子如 2.2'.4.4'.5.5'-六溴聯苯及 3.3'.4.4'.5.5'-六溴聯苯。無色至灰白色固體
本節不包括六溴聯苯異構物之混合物(第 38.24 節)。本節亦不包括多氯聯苯，因其為氯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其
固體形式且具有人造蠟之特者，屬第 34.04 節；液體之多氯聯苯則屬第 38.24 節。

29.04-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2904.10-僅含磺基之衍生物，其鹽類及乙酯。
2904.20-僅含硝基或僅含亞硝基之衍生物
-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及全氟辛烷磺醯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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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31--全氟辛烷磺酸
2904.32--全氟辛烷磺酸銨
2904.33--全氟辛烷磺酸鋰
2904.34--全氟辛烷磺酸鉀
2904.35--其他全氟辛烷磺酸鹽
2904.36--全氟辛烷磺醯氟
-其他：
2904.91--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2904.99--其他
（A）磺化衍生物
此為碳氫化物，其烴中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相同數目之磺酸基(-SO3H)所取代；通常稱為磺酸。本節
亦包括磺酸之乙基酯和鹽類（見本章章註 5（B））。
（1）非環烴之磺化衍生物。
（a）亞乙基磺酸。
（b）乙烷磺酸。
（2）環烴之磺化衍生物。
（a）苯磺酸。
（b）甲苯磺酸。（有時誤稱苯甲基磺酸）。
（c）二甲苯磺酸。
（d）苯二磺酸。
（e）萘磺酸。

（B）硝化衍生物
此為碳氫化物，其烴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相同數目之硝基(─NO2)所取代：
（1）非環烴之硝化衍生物。
（a）硝基甲烷。
（b）硝基乙烷。
（c）硝基丙烷。
（d）三硝基甲烷（硝仿）。
（2）環烴之硝化衍生物。
（a）硝基苯（芒硝油），燦爛之黃色結晶或淡黃色油狀液體，有苦杏仁之香味；用於製造香料、肥皂、有
機合成，也用作變性劑等。
（b）間一二硝基苯，無色針狀或薄片狀；製造炸藥用。
（c）硝基甲苯（鄰─、間─、及對─）。
（d）2,4─二硝基甲苯。晶體，製造炸藥用。
（e）2,4,6─三硝基甲苯，強烈炸藥。
此族衍生物之混合物製成炸藥者除外（第 36.02 節）。
（f）5─第三丁基─2,4,6─三硝基間二甲苯（二甲苯麝香）；用於香料。
（g）硝基二甲苯，3─第三丁基─2,6─二硝基─對─異丙基甲苯（異丙基甲苯麝香），硝基萘等。

（C）亞硝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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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碳氫化物，其烴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相同數目之亞硝基(─NO)所取代。
（1）亞硝基苯。
（2）亞硝基甲苯（鄰─、間─、對─）。

（D）磺鹵化衍生物
此係烴之衍生物，其分子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磺酸基(─SO3H)，或其鹽類或乙基酯，及一個或一個以
上之鹵素原子，或是含有一個鹵磺醯基。
（1）氯─，溴─及碘─苯磺酸（鄰─、間─、對─）。
（2）氯─，溴─及碘─苯二磺酸。
（3）氯萘磺酸。
（4）對甲苯磺醯氯。
（5）全氟辛烷磺酸(PFOS)。在國際貿易上，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及全氟辛烷磺醯氟(PFOSF)的生產與
使用，是被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產品以及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對有害化學品及殺蟲劑產品所監控(亦請參見第 29.22、29.23、29.35、38.08
及 38.24 節)。

（E）硝基鹵化衍生物
此係烴之衍生物，其分子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硝基（NO2）及一個或一個以上之鹵素原子。
（1）硝基三氯甲烷或氯化苦劑。
（2）三硝基碘甲烷（碘化苦劑）。
（3）氯硝基甲烷。
（4）溴硝基甲烷。
（5）碘硝基甲烷。
（6）氯硝基苯。
（7）溴硝基甲苯。

（F）硝基磺化衍生物
此係衍生物，其分子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硝基(─NO2)及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磺酸基（─SO3H），或其
鹽類或乙基酯。
（1）硝基苯磺酸及二硝基苯磺酸、三硝基苯磺酸。
（2）硝基甲苯磺酸及二硝基苯磺酸、三硝基甲磺酸。
（3）硝基萘磺酸。
（4）二硝基二苯乙烯二磺酸。

（G）硝基磺鹵化衍生物或其他複衍生物
此係前面所未說明之複衍生物，例如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硝基(─NO2)、磺酸基（─SO3H)或其鹽類或
乙基酯，及一個或一個以上之鹵素原子，特別之例為氯硝基苯、氯硝基甲苯等之磺化衍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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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5-非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飽和－元醇：
2905.11--甲醇
2905.12--丙醇及異丙醇
2905.13--正丁醇
2905.14--其他丁醇
2905.16--辛醇及其異構物
2905.17--十二醇（月桂醇），十六醇（鯨蠟醇）及十八醇（硬脂醇）
2905.19--其他
-不飽和─元醇：
2905.22--非環萜烯醇
2905.29--其他
-二元醇：
2905.31--乙二醇
2905.32--1,2─丙二醇
2905.39--其他
-其他多元醇：
2905.41--2─乙基─2─羥甲基─1,3─丙二醇
2905.42--異戊四醇
2905.43--甘露醇
2905.44--山梨醇
2905.45--甘油
2905.49--其他
-非環醇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5.51--乙氯維諾（乙氯烯醇）
2905.59--其他
非環醇為非環羥之衍生物，係非環羥中之一個或多個氫原子為羥基取代而成。為氧化合物，與酸起反應則產
生化合物稱為酯。
醇可分為初級醇（含有─CH2. OH 之特殊原子群）、二級醇（含有
有

CH‧OH 之特殊原子群）或三級醇（含

C‧OH 之特殊原子群）。
本節包括如下所列之非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亞硝化、磺鹵化、硝基鹵化、硝基磺化或硝基磺鹵化或

其他複衍生物（例如一氯代甘油及一氯代乙二醇）。醛的亞硫酸氫鹽及酮的亞硫酸氫鹽係按醇之磺化衍生物分類，
例如乙醛亞硫酸氫鈉乙醛，甲醛亞硫酸氫鈉，戊醛亞硫酸氫鈉，丙酮亞硫酸氫鈉。本節亦包括由本節之醇及乙醇
所生成之金屬醇鹽。
本節不包括乙醇，無論是否化學級純品（見第 22.07 及 22.08 節之註解）。

（A）飽和一元醇
（1）甲醇(甲基醇)。係木材經乾餾或經合成而得。純甲醇係一種流動、無色、可燃燒之液體，具有特殊氣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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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合成，作為溶劑，用於染料工業及製造炸藥、藥品等。但以木材經乾餾而得之木石油精(未煉甲基醇)
不包括在內(第 38.07 節)。
（2）1─丙醇（正丙基）及 2─丙醇（異丙基）。此類產品為無色液體。異丙基醇係自丙烯合成而得，用於製造
丙酮及 2─甲基丙烯酯及作為溶劑。
（3）正丁醇及其他丁醇（四種同分異構物）。無色液體，用於有機合成並作為溶劑。
（4）戊醇及其同分異構物。可有八種同分異構物。發酵戊醇主要係得自雜醇油（又稱為穀油、糖蜜油、馬鈴薯
油等，屬第 38.24 節），而雜醇油本身則係乙醇經蒸餾而得。戊醇亦可以由石油裂化出之烴氣體合成得。
（5）己醇及庚醇。
（6）辛醇及其同分異構物。
（7）1─十二醇（月桂醇），1─十六醇（鯨蠟醇）及 1─十八醇（硬脂醇）。
本節不包括純度低於 90％之脂肪醇（以乾燥產品之重量計算）（第 38.23 節）。

（B）不飽和一元醇
（1）烯丙醇。
（2）乙基丙基烯丙醇（2─乙基─2─己烯醇─[1]）(2－ethyl－2－hexen－1－ol)。
（3）油醇。
（4）非環萜烯醇，例如葉色物醇。萜烯醇相當容易轉變成氫化芳香族化合物，並存在於若干精油內。例如香葉
醇、雄刈萱醇、沈香油醇、伽羅木醇及橙長醇；均用於香料工業。

（C）二元醇及其他多元醇
（Ⅰ）二元醇
（1）乙二醇。無色濃縮糖漿狀液體，略帶刺鼻氣味。用於製造硝基甘油（火藥），用作凡立水之溶劑，及
抗凍劑，或用於有機合成。
（2）丙二醇（丙─1,2─二醇）。無色，黏稠及吸濕性液體。
（Ⅱ）其他多元醇
（1）甘油（1,2,3─丙三醇）亦稱之為丙三醇，可將粗製甘油純化（例如，用蒸餾、離子交換純化）或丙烯
合成取得。
甘油帶有甜味，通常無色及無臭，但有時微帶淡黃色。
列於本節中之甘油，其純度（以乾燥產品之重量計算）必須在 95％或以上。低純度甘油（粗製甘
油）則不包括在內（第 15.20 節）。
（2）2─乙基─2─羥甲基─1,3─丙二醇（三甲基醇丙烷）。用作製造凡立水及醇酸樹脂(alkyd resin)，合成
乾性油類，胺基甲酸乙酯泡沬及塗料。
（3）異戊四醇。白色結晶粉末，用於火藥及塑膠之製造。
（4）甘露醇。白色結晶粉末或顆粒。發現於植物領域中（Fraxinus ornus 之樹液）；由合成方法獲得。作為
溫和瀉藥及用於爆炸物之製造（六硝基甘露醇）。
（5）山梨醇。白色結晶粉末，具吸濕性。用於香料、抗壞血酸（用於醫藥上）及表面活性劑之製造，作為
甘油之代用物及作為增濕劑（即濕度調節劑）。
（6）戊三醇，己三醇等。
本節不包括第 38.24 節之山梨醇。

（D） 非環醇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1）氯乙醛(CCI3CH(OH)2)（2,2,2─三氯乙─1,1─二醇）。無色有毒之晶體；用作催眠劑及用於有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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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氯化第三丁醇；用作醫藥品。
（3）乙氯戊烯炔醇。為一種精神性藥物─見第 29 章末之列表。

29.06-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環烷，環烯或環萜烯：
2906.11--薄荷腦
2906.12--環己醇，甲基環己醇及二甲基環己醇
2906.13--固醇及肌醇
2906.19--其他
-芳香族：
2906.21--苯甲醇
2906.29--其他
（A）環烷醇、環烯醇或環萜烯醇及其鹵化、磺化、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1）薄荷腦，為二級醇，薄荷油之主要成分。晶體；用作防腐劑，局部麻醉劑及減輕鼻壅塞症等。
（2）環己醇、甲基環己醇及二甲基環己醇。具有類似樟腦之特別氣味。用作凡立水之溶劑。二甲基環己醇係用
於製造肥皂。
（3）固醇為非環之飽和或不飽和醇類，其結構源自稱為全氫化─1,2─環戊烷菲之烴類，其中羥基聯結在第 3 碳
原子上，在第 10 及第 13 碳原子上各有一個甲基，第 8 至第 10 碳原子之旁鏈聯結在第 17 碳原子上。在動物
（動物固醇）及植物（植物固醇）中之存量均極豐富。其最主要者為膽固醇，係自牛之脊髓、羊毛脂或膽
汁中獲得；或為自蛋黃內提取卵磷脂時所得之副產物。光亮、無色之片狀物，不溶於水。
本節不包括存在於蕈菌（香菇）之麥角醇及有刺之裸麥中，係一種維生素原，維生素 D2 則以紫外光照
射該維生素原而得者，麥角醇及維生素 D2 均屬第 29.36 節。
（4）肌醇，身體組織之成分。肌醇有九種同分異構物。白色結晶。廣泛散佈於植物及動物中。
（5）1─萜烯─8─醇，非常重要之醇,用為製造如紫丁香等香料之基本成分。以游離狀態存在於自然界或酯化於
多種精油中(例如小荳蔻、甘橙、橘花、橙葉(petit-grain)，甘薄荷屬植物(maujoram)、肉荳蔻、松節油、山桃、
樟腦等之精油），存在於自然界。
商業上之 1─萜烯─8─醇通常為同分異構物之混合物，亦屬本節（見本章註 1（b））。無色，油狀液
體，有時用作殺菌劑。固體之同分異構物用於醫藥上，亦可用作殺菌劑。
（6）1,8─萜二醇，由合成獲得；白色晶體。水合乃二醇係得自松節油；為芳香之無色晶體。用於醫藥，亦用於
製造 1─萜烯─8─醇。
（7）龍腦（婆羅洲樟腦），此醇與酮樟腦相當，外觀及氣味與天然樟腦相似；白色結晶，亦有成褐色塊者；在
室溫下有揮發性。
（8）異龍腦，薄片結晶；為α─松油精轉變成樟腦過程中之中間產物。
（9）檀香油醇，係白檀油之主要成分。

（B）芳香族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芳香族醇與環醇相似，含有羥基(-OH)原子群；羥基並非連接於芳香環上，而係連接於側鏈上。
（1）苯甲醇。存在於游離狀態或酯化於茉莉油，及夜來香油，以及酯化於蘇合香油及吐魯香膠中。為無色液體，
有令人愉快之芳香氣味；用於有機合成及製造凡立水、染料、人造香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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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苯基乙醇。液體，為玫瑰油精之主要成分。
（3）3─苯基丙醇。存在於蘇合香、蘇門答臘安息香膠、桂皮油及中國肉桂油內；帶有輕微之風信子氣味，無色
稠性液體。
（4）內桂醇。存在於液體之蘇合香及秘魯香膠中。針狀結晶帶有風信子氣味。
（5）二苯基甲醇，針狀結晶。
（6）三苯基甲醇，晶體。此醇為許多重要染料中之最基本物質，包括金黃色素，玫瑰色素等。
*
* *

醛的亞硫酸氫鹽及酮的工硫酸氫鹽按醇之磺化衍生物分類。本節亦包含環醇類之金屬醇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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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章
酚、酚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7-酚；酚醇。
-一元酚：
2907.11--酚（羥苯）及其鹽類
2907.12--甲酚及其鹽類
2907.13--辛酚，壬酚及其異構物；其鹽類
2907.15--萘酚及其鹽類
2907.19--其他
-多元酚；酚醇：
2907.21--間苯二酚（樹脂酚）及其鹽類
2907.22--對苯二酚及其鹽類
2907.23--4,4'─亞異丙二苯酚〔雙苯酚 A，二（羥苯丙烷）〕及其鹽類
2907.29--其他
酚，在苯環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羥基(-OH)所取代而成。
一個氫原子被取代可生成單羥酚（一元酚）；二個或二個以上氫原子被取代則得到多羥酚（多元酚）。
此項取代可能順序影響一個或數個苯環；第一個情形可得單環酚，第二個情形則可得多環酚。
羥基原子群亦可取代苯同系物中的氫原子；例如取代甲苯時，可得酚之同系物稱為甲酚；取代二甲苯時，則
可得二甲酚。
本節亦包括鹽類及酚或酚醇之金屬醇化物。

（A）單環一元酚
（1）酚（羥苯）(C6H5. OH)。自煤焦油的分餾或自合成而得。有特殊氣味，白色晶體，曝露於光則轉變為淡紅色，
也可為溶液。用於醫藥作為防腐劑。亦用以製造炸藥、合成樹脂、塑膠、塑造劑及染料。
列入本節之酚，以重量計算其純度應達 90％或以上者。低純度之酚除外（第 27.07 節）。
（2）甲酚(CH3. C6H4. OH)。係由甲苯衍生而得。存在煤焦油之比例，變化不定。
鄰甲酚，白色粉狀結晶，有酚之特殊氣味，具潮解性，隨時間而轉變為褐色；間甲酚，無色或淡黃色
之油狀液體，有強力折光性，具雜酚油之特殊氣味；對甲酚，無色結晶體，曝露於光則轉變為淡紅色，然
後淡褐色；有酚之氣味。
列入本節之單獨或混合態的甲酚，須將全部異構物一起計算，其重量必須為 95％或以上者。低純度之
甲酚除外（第 27.07 節）。
（3）辛酚、壬酚及其異構物。
（4）二甲酚〔(CH3)2. C6H3. OH)〕。為二甲苯之酚衍生物，現知已有六種同分異構物；得自煤焦油。
歸入本節之二甲酚單獨或混合態者，將全部異構物一起計算在內其重量為 95％或以上。低純度之二甲
酚除外（第 27.07 節）。
（5）百里香酚（5─甲基─2─異丙基酚）。存在於百里香油中。無色晶體有百里香之氣味；用於醫藥及香料等。
（6）香荊芥酚（2─甲基─5─異丙基酚）。百里香酚之同分異構物。得自薄荷植物香油；黏性液體，帶有刺激性
之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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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多環單元酚
（1）萘酚(C10H7. OH)。係由萘衍生而得之酚。有兩種同分異構物：
（a）α─萘酚。無色，燦爛之針狀結晶或灰色塊狀或白色粉末，有令人不愉快類似酚之氣味。有毒，用於
有機合成（染料等）。
（b）β─萘酚。燦爛無色薄片或結晶狀，白色或淡粉紅色，微有酚之氣味。與α─萘酚之用途相同。應用
於醫藥及作為橡膠之抗氧化劑等。
（2）鄰苯基苯酚。

（C）多元酚
（1）間苯二酚。二元酚，片狀或針狀結晶；無色但與空氣接觸則轉為褐色，微有酚之氣味，用於製造合成染料
及火藥，亦用於醫藥及照相術上。
（2）對苯二酚（氫醌，對二羥基苯）。燦爛之結晶小薄片，用於製造有機染料、醫藥、及照相，或作為抗氧化
劑，尤其在製造橡膠時為然。
（3）4,4'─亞異丙二苯酚〔雙苯酚 A，二（羥苯丙烷）〕。白色薄片。
（4）兒茶酚〔鄰二羥（基代）苯〕。無色燦爛之針狀或片狀結晶，微有酚之氣味；用於製造藥物及照相產品等。
（5）己基間苯二酚。
（6）庚基間苯二酚。
（7）2,5─二甲基對苯二酚（2,5─二甲基氫醌）。
（8）沒食子醇。小鱗狀或光亮之白色粉狀結晶，質輕無味；與空氣或光接觸則極易變為褐色，有毒。用於製造
染料，作為媒染劑，及用於照相等。
（9）間苯三酚。大顆粒無色晶體，於水溶液中發出螢光；於化學分析時作為試劑，並用於醫藥及照相等。
（10）羥基代氫（化苯）醌（1,2,4─三羥基苯）。微小之無色晶體或粉末，曝置於光中變暗色。
（11）二羥（基代）萘[C10H6.(OH)2]。成一組計有十種化合物，係萘分子環上之二個氫原子為二個羥基所取代而得。
若干用於製造染料。

（D）酚醇
酚醇衍生自芳香族羥，苯環上之一個氫原子為一個酚羥基所取代，其另一個非環上之氫原子則為一個醇羥基
所取代而衍生；因此酚醇具有酚及醇兩者之特性。
最重要之酚醇為柳醇（鄰羥苯甲醇）(OH‧C6H4‧CH2‧OH)，白色晶體，用於醫藥上作為鎮痛劑及解熱劑。

29.08-酚或酚醇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僅含鹵素取代基之衍生物及其鹽類：
2908.11--五氯苯酚(ISO)
2908.19--其他
-其他
2908.91--達諾殺(ISO)及其鹽類
2908.92--4,6-二硝基-鄰-甲酚(DNOC (ISO))及其鹽類
2908.99--其他
此項衍生物係由酚及酚醇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鹵素、磺基(-SO3H)、硝基(-NO2)、亞硝基(-NO)或任意
之組合所取代而衍生。

－324 －

Ch.29
（A）鹵化衍生物
（1）鄰氯酚。液體，具有強烈氣味。
（2）間氯酚。無色晶體。
（3）對氯酚。結晶塊狀，有令人不愉快之氣味。
以上三種衍生物均用於有機化合物（例如染料）。
（4）對-氯-間-甲苯酚（4-氯-3-甲基苯酚）。一種無氣味的消毒產品，微溶於水，但易與肥皂乳化。
（5）氯代氫（Ⅰ）（氯代對苯二酚）。

（B）磺化衍生物
（1）苯酚磺酸(HO. C6H4. SO3H)，由苯酚磺化而得。
（2）萘酚磺酸，得自苯酚之直接磺化或得自其他合成方法。該磺酸構成大批製造染料用之化合物，計有下列各
項：
（a）1─萘酚─4─磺酸（奈溫酸，Neville-Winther acid），光亮而透明之薄片或黃白色粉末。
（b）2─萘酚─6─磺酸（薛佛氏酸，Schaeffer acid ），粉紅白色粉末。
（c）2─萘酚─7─磺酸（F 酸），白色粉末。
（d）1─萘酚─5─磺酸，潮解性晶體。
（e）2─萘酚─8─磺酸（Crocein Acid，番紅花色染料酸），黃白色粉末。

（C）硝化衍生物
（1）鄰─、間─、及對─硝基酚(HO. C6H4. NO2)。淡黃色晶體；用以製造有機染料及藥品。
（2）二硝基苯酚[HO. C6H3.(NO2)2]。結晶粉末；用以製造火藥、硫磺染料等。
（3）三硝基苯酚（苦味酸）[HO.C6H2.(NO2)3]。光亮之黃色晶體，無氣味，有毒。可治療灼傷，亦可用作炸藥；其
鹽稱為苦味酸鹽。
（4）二硝基鄰甲酚。
（5）三硝基甲二酚。

（D）亞硝化衍生物
（1）鄰─、間─、及對─亞硝基酚。亞硝基酚可在醌酑之互變異性體中起反應之事實，並不影響其分類，換言
之，仍歸入本節。
（2）亞硝基萘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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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章
醚，過氧化醇，過氧化醚，過氧化酮，三員環之環氧化物、
縮醛及半縮醛，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醚，醚醇、醚酚，醚醇酚，過氧化醇，過氧化醚，過氧化酮（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
）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非環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11--二乙醚（乙醚）
2909.19--其他
2909.20-環烷，環烯，或環萜烯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30-芳香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醚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41--2,2'─氧二乙醇（二乙二醇）
2909.43--乙二醇醚或二乙二醇之單丁基醚
2909.44--乙二醇醚或二乙二醇之其他單烷基醚
2909.49--其他
2909.50-醚酚、醚醇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60-過氧化醇，過氧化醚，過氧化酮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A）醚
醚，可認係醇或酚，其中羥基上之氫原子為碳氫基（烷基或芳香族烴基）所取代而成。其通式為（Ｒ─Ｏ─
1

1

Ｒ ），Ｒ與Ｒ 可相同或不相同。
此類醚非常穩定，係中性之物質。
如果烴基屬於非環族，則醚亦屬非環族，環族基則產生環醚。
最初之無環族之醚為氣體，其他則為揮發性液體，並有醚之特殊氣味；高原子量者則為液體或有時為固體。
（I）對稱之非環醚
（1）二乙醚(C2H5. OC2H5)。無色，折光性液體，有特殊之燃燒氣味；揮發性大，極易燃燒，用作麻醉劑及用
於有機合成。
（2）二（氯乙）醚或二氯二乙醚。
（3）二異丙醚。
（4）二丁醚。
（5）二戊醚。
（II）不對稱之非環醚。
（1）甲乙醚。
（2）乙異丙醚。
（3）乙丁醚。
（4）乙戊醚等。
（Ⅲ）環烷、環烯及環萜烯醚。
（Ⅳ）芳香醚。
（1）茴香醚(C6H5 OCH3)（苯甲醚）。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香料；用於有機合成（例如合成香料），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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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溶劑及驅蟲藥。
（2）苯乙醚(C6H5OC2H5)。
（3）二苯醚(C6H5. OC6H5)，無色針狀結晶體，有竺葵之香味；用於香料中。
（4）1,2─二苯氧基（代）乙烷（乙二醇二苯醚）。
（5）茴香腦，包含於茴香油中，20℃以下為小結晶體，高溫時流動之液體，具有強烈之茴香油氣體。
（6）二苄醚。
（7）硝基苯乙醚，為苯乙醚之硝基衍生物。鄰硝基苯乙醚為黃色油。對硝基苯乙醚呈結晶狀。
（8）硝基苯甲醚，為苯甲醚之硝基衍生物。鄰硝基苯甲醚為液體。間硝基苯甲醚及對硝基苯甲醚為片狀晶
體。三硝基苯甲醚為劇烈之爆炸物。
（9）2─第三丁基─5─甲基─4,6─二硝基苯甲醚（合成麝香），淡黃色晶體，含有秋葵子油及天然麝香之
混合香味。
（10）β─萘基甲醚及β─萘基乙醚（人造橙花油）。無色結晶粉末，與橙花油之氣味類似。
（11）間甲酚、丁基間甲酚之甲醚。
（12）苯甲苯醚。
（13）二甲苯醚。
（14）苄乙醚。

（B）醚醇
醚醇係自多元醇或酚醇衍生，即酚醇中的酚羥基或多元醇中的某一醇中的某一醇羥基之一個氫原子為烷基或
芳香族羥基所取代而成。
（1）2,2'─氧二乙醇（二乙二醇）。無色液體；用於有機合成，用作樹膠及樹脂之溶劑，並作製造火藥及塑膠物
質用。
（2）乙二醇及二乙二醇的單甲基、單乙基、單丁基及其他單烷基等之醚類。
（3）乙二醇或二乙二醇之單苯基醚。
（4）茴香醇。
（5）丙三醇單（2─乙氧基苯）醚(INN)及甘油單（乙─甲氧基苯）醚(INN)。

（C）醚酚及醚醇酚
醚酚係由二元酚或酚醇衍生，即酚醇中的醇羥基或二元酚中某一酚羥基之一個氫原子為烷基或芳香族羥基所
取代而成。
（1）癒瘡木酚（鄰甲氧基酚），存在於山毛檸木焦油。為木餾油之主要成份。無色晶體，有特殊芳香氣味；但
一經熔解則成為液體。用於醫藥及有機合成上。
（2）磺基癒瘡木酚(INN)（癒瘡木酚磺酸鉀），粉狀細未；廣泛地用於醫藥。
（3）丁香油酚，得自丁香，無色液體，有康乃馨之氣味。
（4）異丁香油酚，由丁香油酚經合成而得，為肉荳蔻油之構成者。
（5）兒茶酚單乙基醚(guaethol)，存在於瑞典松木油中。為帶有芳香氣味之腐蝕性無色晶體。

（D）過氧化醇，過氧化醚及過氧化酮
1

2

1

1

2

1

這些是 ROOH, ROOR 及 ROOR OOR 系列的化合物，其中 R, R 及 R 係有機基團，而且 R 及 R 可為相同或不
同之基團。
例如乙過醇（乙基過氧化氫）、過氧化二乙基及 1,1-二(叔丁基過氧化)環己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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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過氧化酮（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例如過氧環己酮（1-氫過氧化環己基 1-羥基環己基過氧
化物）。
*
**
本節包括醚、醚醇、醚酚、醚醇酚、過氧化醇、過氧化醚或過氧化酮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及各複衍生物（例如硝基磺化、磺鹵化、硝基鹵化及硝基磺鹵化衍生物）。
本節不包括過氧化縮酮(第 29.11 節)。

29.10-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環氧醇、環氧酚及環氧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
物。
2910.10-環氧乙烷
2910.20-環氧丙烷
2910.30-1─氯─2,3─環氧丙烷
2910.40-地特靈(ISO, INN)
2910.50-安特靈(ISO)
2910.90-其他
如從含兩個羥基之有機化合物（二元醇或乙二醇）中移去一分子水，即形成穩定之內醚。
因此，乙二醇除去一分子水則成環氧乙烷（氧化乙烯）：
CH2──────────CH2

O
由丙二醇〔即乙二醇之一個氫原子為一個甲基(─CH3)所取代〕衍生而得之環氧化物，稱為甲基環氧乙烷（1,2
─環氧丙烷或氧化丙烯）：
CH3.CH────────CH2

O
由乙二醇之一個氫原子為一個苯基(─C6H5)所取代衍生而得之環氧化物，稱為氧化苯乙烯（α─,β─環氧乙
苯）：
C6H5.CH────────CH2

O
本節僅包括具有三員環的環氧化合物，例如：
（1）環氧乙烷（氧化乙烯）。常溫下無色之氣體；溫度低於 12℃下為液體。自裂化氣體衍生之乙烯，經觸煤氧
化而得。作為殺蟲劑及殺菌劑。廣泛地用於水果及其他食物之防腐，亦用於有機合成及製造塑造劑及表面
活性劑。
（2）環氧丙烷（氧化丙烯）。無色液體，與醚之氣味相同；用作硝酸纖維素，醋酸纖維素，樹膠及樹脂之溶劑、
殺蟲劑；亦用於有機合成（塑性劑及表面活性劑等）。
（3）氧化苯乙烯。
本節亦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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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環氧醇、環氧酚及環氧醚。此類除含環氧基外，尚分別包括醇、酚及醚之官能基。
（B）環氧化物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及此等衍生物之任何結合物等（例如硝基磺化、磺鹵化、硝
基鹵化及硝基磺鹵化衍生物）。
此類鹵化衍生物包括：1─氯─2,3─環氧丙烷，為高度揮發性及不穩定之液體。
本節不包括四員環之環氧化物（第 29.32 節）。

29.11-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縮醛及半縮醛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A）縮醛及半縮醛
縮醛可視為醛與酮之水合物之雙醚（通常係假設）。
半縮醛為單醚，其分子中與醚之氧原子連接的碳原子，也連接羥基。
「含其他氧官能基之縮醛及半縮醛」為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歸入本章前述各節氧官能基（例如醇官能基）
的縮醛及半縮醛。
本節亦包括過氧化縮酮。
（1）二甲醇縮甲醛（CH2(OCH3)2），甲醛之假設水合物之二甲醚，具類似醚氣味之無色液體，用作溶劑、麻醉劑
及用於有機合成。
（2）二甲醇縮乙醛（1,1─二甲氧乙烷），（CH3.CH.(OCH3)2）。乙醛之假設水合物之二甲醚；用作麻醉劑。
（3）二乙醇縮乙醛（CH3. CH.(OC2H5)2）。亦由乙醛之假設水合物所衍生，無色液體，有醚之令人愉快氣味；用作
溶劑及麻醉劑。
（4）1,1-二(叔丁基過氧化)環己烷(C14H28O4)*。
本節不包括聚乙烯縮醛（第 39.05 節）。

（B）縮醛及半縮醛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此類化合物，是縮醛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為鹵素（例如三氯乙醛醇鹽、氯丙縮醛）
，磺酸基（─SO3H）
、
硝基（─NO2）或亞硝基（─NO）所取代而成。
本節亦包括此族衍生物之任何複合物（例如硝基鹵化、硝基磺化、磺鹵化及硝基磺鹵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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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分章
醛官能化合物

29.12-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之醛；醛之環狀聚合物；三聚甲醛。
-無其他氧官能之非環醛：
2912.11--甲醛（蟻醛）
2912.12--乙醛（醋醛）
2912.19--其他
-無其他氧官能基之環狀醛：
2912.21--苯甲醛
2912.29--其他
-醛醇，醛醚，醛酚及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醛：
2912.41--香草精（4─羥─3─甲氧苯甲醛）
2912.42--乙基香草精（3─乙氧─4─羥苯甲醛）
2912.49--其他
2912.50-醛之環狀聚合物
2912.60-聚甲醛
此類化合物，由初級醇經氧化而形成；包含特有之原子團：
Ｈ
Ｃ
Ｏ
一般為無色液體，有強烈刺激氣味；眾多芳香族醛接觸空氣即被氧化轉變成酸。
所謂「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醛」，即指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前各分章中所述之氧官能基（醇、醚、酚等官能
基）的醛。

（A）醛
（Ⅰ）飽和非環醛。
（1）甲醛（蟻醛）(H.CHO)。由甲醇經觸媒氧化而得。無色氣體，有刺激之氣味，甚溶於水。其 40％之水
溶液，則稱為「福馬林」或蟻醛液，為無色液體，有刺激及使人窒息之氣味。此項溶液中可加入甲醇
作為安定劑。
甲醛之用途極廣；用於有機合成（染料、火藥、醫藥製品、鞣革劑、塑膠材料等）或用作防腐劑、
除臭劑及還原劑。
（2）乙醛（醋醛）(CH3.CHO)。乙醇經氧化而得或得自乙炔。流動、無色液體，具刺鼻及水果香味；有腐蝕
性；極易揮發，可燃燒；可與水、醇、醚混合。用於有機合成以製造塑膠、凡立水等，並用於醫藥上
作為防腐劑。
（3）丁醛(CH3.CH2.CH2.CHO)。無色液體，可與水、醇及醚混合；用以製造塑膠，香料及硫化橡膠之促進劑。
（4）庚醛(CH3.(CH2)5.CHO)。蓖麻油經蒸餾而得；無色液體，有刺激之氣味。
（5）辛醛(C8H16O)；壬醛(C9H18O)；葵醛(C10H20O)；十一醛(C11H22O)；十二醛(C12H24O)等。香料工業之原料。
（Ⅱ）不飽和非環醛。
－331 －

Ch.29
（1）丙烯醛(CH2＝CH.CHO)。燃燒脂肪物質時形成；液體，有特殊刺激性苦味及刺激氣味；用於有機合成。
（2）2─丁烯醛（巴豆醛）(CH3.CH＝CH.CHO)，存在於原醇之首次蒸餾產物中；無色液體，有刺激性之氣
味。
（3）檸檬醛。液體，有令人愉快之香味；存在於柑、香櫞及檸檬等之精油中，但存在於檸檬草油中者更特別
多。
（4）雄刈萱醛，存在於香櫞油中。
（Ⅲ）環烷、環烯及環萜烯醛。
（1）水芹透醛或四氫谷茴醛。存在於小茴香及番石榴油中。
（2）環檸檬油醛Ａ及環檸檬油醛Ｂ，得自檸檬醛。
（3）紫蘇醛，存在於紫蘇子(perilla mankineusis)之精油中。
（4）藏花醛。
（Ⅳ）芳香族醛。
（1）苯甲醛(C6H5. CHO)。高度折光性，無色液體，具杏仁之特殊氣味；用於有機合成，醫藥等。
（2）肉桂醛(C6H5. CH＝CH. CHO)。油狀淡黃色液體，具強烈肉桂味；用於香料。
（3）α─戊基肉桂醛。
（4）3─（對─異丙基苯基）─2─甲基丙醛。
（5）苯乙醛(C6H5. CH2. CHO)。液體有紅風信子石之強烈氣味；用於香料。

（B）醛醇、醛醚、醛酚及具有其他氧官能基醛
醛醇是含醛官能基及醇官能基兩者之化合物。
醛醚為含有醛基（─CHO）之醚。
醛酚為含有酚羥基(C6H5.OH)及醛基（─CHO）之化合物。
最重要之醛醇、醛酚及醛醚如下：
（1）3─羥基丁醛(CH3.CH(OH).CH2.CHO)。由乙醛進行醇醛縮合作用而得；無色液體，如不予攪動，則聚合而形
成結晶塊〔二聚（3─羥基丁醛）〕。用於有機合成，製造塑膠，及用於礦石之浮選。
（2）羥基雄刈萱醛(C10H20O2)。無色，微帶漿狀液體，具野百合花發出之顯著香味；用於香料作為定香劑。
（3）羥基乙醛（乙醇醛）〔CH2(OH).CHO〕。無色晶體。
（4）香草精（4─羥基─3─甲氧基苯甲醛）。3,4─二羥基苯甲醛（原兒茶醛）之甲基醚；存在於香草中，光亮
之針狀或白色粉狀結晶。
（5）乙基香草精（3─乙氧基─4─羥基苯甲醛）。白色微細結晶。
（6）柳醛（鄰羥基苯甲醛）(HO.C6H4.CHO)。無色油狀液體，有苦杏仁之特殊氣味；用以製造合成香料。
（7）3,4─二羥基苯甲醛（原兒茶醛）[(HO)2. C6H3.CHO]，耀眼之無色晶體。
（8）茴香醛（對甲氧基苯甲醛）(CH3O.C6H4.CHO)。存在於茴香及小茴香油中；無色液體。用於香料中，稱為「山
楂香精」（奧白賓）(aubepine)。

（C）醛之環狀聚合物
（1）三噁烷（三聚甲醛）。甲醛之固體聚合物；白色結晶體，溶於水、醇或醚。
（2）三聚乙醛。乙醛之聚合物；無色液體，具有與醚類似而令人愉快之氣味，燃燒性高，用於有機合成，醫藥
上作為催眠藥及消毒劑等。
（3）疊乙醛，亦為乙醛之聚合物；白色粉狀結晶，不溶於水。本節僅包括粉狀或結晶狀之疊乙醛。製成片、條
或類似形狀之疊乙醛而用作固體燃料者除外（第 36.06 節）（見第三十六章註 2（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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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聚甲醛
本聚合物[HO.(CH2O)n.H]係甲醛之水溶液經蒸發而得。固體白色片狀或粉末狀物，具有甲醛之顯著氣味。用於
製造塑膠、防水膠及藥品，亦作為消毒劑及保藏劑。
本節不包括醛的亞硫酸氫鹽之化合物，該類化合物係按醇之磺化衍生物分類（第 29.05 至 29.11 節）。

29.13-第 29.12 節產品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此類衍生物係由醛分子中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在醛基上之氫原子除外）為一個或一個以上之鹵原
子、磺基（─SO3H）、硝基（─NO2）、亞硝基（─NO）或這些基團的任何複合基所取代而成。
最重要者為氯醛（三氯乙醛）(CCl3. CHO)；無水、流動性、無色液體，有刺激氣味，為催眠劑。
本節不包括歸入第 29.05 節之水合氯醛〔CCl3. CH(OH)2〕(2,2,2─三氯乙烷二醇[1,1])。
本節亦不包括醛的亞硫酸氫鹽之化合物，該類化合物係按醇之磺化衍生物分類（第 29.05 至 2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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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分章
酮官能化合物及醌官能化合物

29.14-不論是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及醌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無其他氧官能基之非環酮：
2914.11--丙酮
2914.12--丁酮（甲基乙基酮）
2914.13--4─甲戊─2─酮（甲基異丁基酮）
2914.19--其他
-環烷，環烯或無其他氧官能之環萜烯酮：
2914.22-環己酮及甲基環己酮
2914.23--紫羅蘭酮及甲基紫羅蘭酮
2914.29--其他
-無其他氧官能基之芳香族酮：
2914.31--苯基丙酮（苯基丙─2─酮）
2914.39--其他
2914.40-酮醇及酮醛
2914.50-酮酚及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
-醌：
2914.61--蒽醌
2914.62--輔酵素 Q10(泛癸利酮(INN))
2914.69--其他
-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4.71--十氯酮(ISO)
2914.79--其他
所謂「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及醌」，即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如前各分章所述之氧基（醇、醚、酚、醛等之
官能基）的酮及醌。

（A）酮
此類化合物，含有羰基(

C＝０)基，即所謂「碳醯」基，其通式為(R─CO─R1)，R 及 R1 代表烷基或芳香族

烴基（甲基、乙基、丙基、苯基等）。
酮有兩種互變異性體，即原來之酮式(─CO─)及烯醇式(＝C(OH)─)，兩者均歸屬本節。
（I）非環酮。
（1）醋酮（丙酮）(CH3. CO. CH3)。存在於木材之乾餾產物（甲醇及原焦木酸）中，但主要係由合成方法產
生。無色液體，具與醚類似令人愉快之氣味。廣泛地用於有機合成，並用以製造塑膠，作為乙炔、乙
醯纖維素及樹脂之溶劑。
（2）丁酮（甲乙酮）(CH3. CO. C2H5)。無色液體，存在於甜菜糖蜜蒸餾醇時所得之副產物中，亦可由二級丁
醇經氧化而得。
（3）4─甲基─2─戊酮（甲基異丁基酮）[(CH3)2. CH. CH2. CO. CH3]。液體，有令人愉快之香氣；用作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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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樹膠、樹脂之溶劑。
（4）異亞丙基丙酮。無色液體，由兩個丙酮分子縮合而成。
（5）異樹根皮酮。由三個丙酮分子縮合而成。
（6）擬人造紫羅蘭酮。複酮類，液體，微帶黃色，有紫羅蘭之香味；用以製造紫羅蘭酮（人造紫羅蘭油）。
（7）擬甲基紫羅蘭酮。液體，性質類似擬紫羅蘭酮，有紫羅蘭之香味；用於香料。
（8）聯乙醯(CH3. CO. CO. CH3)。黃綠色液體，具有與醌類似刺激性氣味。用作牛油及人造奶油之香料。
（9）乙醯丙酮(CH3. CO. CH2. CO. CH3)。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香氣；用於有機合成。
（10）丙醯基丙酮(CH3. CO. CH2. CH2. CO.CH3)。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香氣；用於有機合成。
（Ⅱ）環烷、環烯及環萜烯酮衍生物。
（1）樟腦(C10H16O)。本節包括天然樟腦及合成樟腦。天然樟腦得自中國及日本所產之勞魯斯樟腦樹(Laurus
camphora tree)。合成樟腦係由松油精（得自松節油）衍生。二者均為無色結晶塊，半透明，有柔軟感
覺，具有特殊氣味。天然及合成樟腦均用於醫藥作為防腐劑，並用以製造賽璐珞及樟腦丸。
所謂婆羅洲樟腦或龍腦並非酮而係醇，由樟腦還原而成；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29.06 節）。
（2）環己酮(C6H10O)。合成而得；液體，具有與丙酮類似之氣味。用作乙醯纖維素及天然或人造樹脂之強烈
溶劑。
（3）甲基環己酮。液體，不溶於水。
（4）紫羅蘭酮(C13H20O)。由香櫞醛與丙酮縮合而成，它們包括：
（a）α─紫羅蘭酮。無色液體，具有強烈的羅蘭類似香味。
（b）β─紫羅蘭酮。無色液體，具有與紫羅蘭類似之香氣，但香氣沒α─紫羅蘭那樣強烈。
二者均用於香料中。
（5）甲基紫羅蘭酮。無色至琥珀黃色液體。
（6）萜酮(C10H16O)。存在於小茴香油及香羅漢柏油。清而無色之液體，與樟腦之氣味類似；用作樟腦之代
用品。
（7）鳶尾酮。存在於自某種鳶尾花根所提煉之精油中。油狀液體，無色，有鳶尾花之香味；經極度稀釋後，
具有與紫羅蘭類似之氣味。用於香料。
（8）茉莉酮(C11H16O)。由茉莉花提煉而得。淡黃色，油狀，具有強烈之茉莉花香味，用於香料。
（9）香旱芹酮(C10H14O)。存在於葛縷子油、茴香及薄荷油。無色液體，有強烈之芳香味。
（10）環戊酮(C4H8CO)。存在於木材之蒸餾產物內，液體有薄荷氣味。
（11）孟酮(C10H18O)。存在於薄荷油及其他精油內。並可將薄荷腦氧化以合成方法產生。為不穩定、無色、
折光之液體，有薄荷之氣味。
（Ⅲ）芳香族酮
（1）甲基萘酮。
（2）苯亞甲基丙酮(C6H5. CH＝CH. CO. CH3)，無色晶體，有甜豌豆之氣味。
（3）苯乙酮(CH3. CO. C6H5)。油狀，無色或黃色液體，具有令人愉快之芳香氣味；內於香料及供有機合成用。
（4）苯丙酮。
（5）甲基苯基乙酮(CH3. C6H4. CO. CH3)。無色或黃色液體，具有令人愉快之香氣。
（6）丁基二甲基苯乙酮。
（7）二苯甲酮(C6H5. CO. C6H5)。無色或淡黃色晶體，具有與醚類似而令人愉快之氣味。用以製造合成香料
及供有機合成用。
（8）苯並蒽酮。黃色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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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苯基丙酮（苯基─2─丙酮），無色或微黃色液體，主要用於有機合成且可做為生產安非他命之前驅
物（見第 29 章末尾之前驅物清單）。

（B）酮醇
此族化合物之分子，含有醇及酮兩者之作用基。
（1）4─羥基─4─甲基─2─戊酮（二丙酮醇）。無色液體。
（2）羥基丙酮(CH3. CO. CH2OH)。無色液體，有刺激性氣味；用作纖維素凡立水及樹脂之溶劑。

（C）酮醛
此族化合物之分子，含有酮及醛兩者之作用基。

（D）酮酚
此族化合物之分子，含有酮及酚兩者之作用基。

（E）醌
衍生自芳香族化合物雙酮類，係將分子中二個≡CH 原子團轉換為>C＝O 原子團經必須之雙鏈重排而成。
（1）蒽醌(C6H4.(CO)2. C6H4)。黃色針狀研磨後成白色粉末。用以製造染料。
（2）對（苯）醌肟(C6H4O2)。黃色晶體，具有刺激性氣味。
（3）1,4─萘醌(C10H6.O2)。黃色針狀。
（4）2─甲基醌。白色針狀。
（5）苊醌。黃色針狀。
（6）菲醌。黃色針狀。

（F）醌醇、醌酚、醌
醌醇、醌酚及醌醛為分別帶有醇、酚及醛作用基之醌。
（1）α─羥蒽醌。
（2）1.4─二羥蒽醌。
（3）1.8─二羥蒽醌。
（4）輔酵素 Q10(泛癸利酮(INN))。

（G）酮，醌，酮醇等及醌醇等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1）溴樟腦(C10H15OBr)。針狀，有強烈之樟腦氣味，用作鎮靜劑。
（2）4'─第三級丁基─2',6'─二甲基─3',5'─二硝基苯乙酮（麝香酮）。
（3）樟腦磺酸。
（4）十氯酮(ISO)。
*
**
本節亦包括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之複合物（例如磺鹵化、硝基鹵化、硝基磺化及硝基鹵化等之
衍生物）。
本節不包括有機著色料（第三十二章）。亦不包括酮之亞硫酸氫鹽化合物，該物係按醇之磺化衍生物分類（第
29.05 至 2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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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分章
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及其鹵化，磺化，硝化
或亞硝化衍生物

總

則

本分章包括含有特別官能基羧基（─COOH）稱為羧酸族。理論上本節亦包括原酸[R.C.(OH)3]，因可認為係水
合羧酸[R.COOH＋H2O＝R.C.(OH)3]。惟實際上羧酸並不存在於游離狀態中，但可產生安定之酯類（原酸酯應認為
係水合羧酸酯）。
羧酸可能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羧基（-COOH）（依序為一元羧酸或多元羧酸）。
羧酸若除去氫氧基（─OH）其殘餘物即為自由醯基，分子式為（R.CO─），R 代表脂肪族烴基或芳香族烴基
（甲基、乙基、苯基等）。醯基則進入酸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酯及鹽類等之分子式中。
分子中含有（─SO3H）基的磺酸，與羧酸大不相同；因此不歸入本分章而按磺化衍生物歸入其他各分章。本
分章僅包括本分章內各化合物之磺化衍生物。

（A）酸酐
酸酐係由二分子之單元酸或自一分子之二元酸脫去一分子水而得。具有（─CO.O.OC─）基。

（B）酸之鹵化物
酸之鹵化物（如氯化物、溴化物）具有（RCOX, X 為鹵素）之通式；即由醯基與氯，溴或其他鹵原子結合物
所代表。

（C）酸之過氧化物
1

酸之過氧化物，也稱為二醯基之過氧化物，係二醯基以二氧原子連結之化合物；其通式為 RC(O)OOC(O)R ，
1

其中 R 及 R 可為相同或不同。

（D）過氧酸
過氧酸之通式為（R.CO.O.OH）。

（E）羧酸酯
1

羧酸酯，係羧基（─COOH）中之氫原子為脂肪族烴基或芳香族烴基所取代而得。其通式為（RC(O)OR ），
1

其中 R 及 R ，分別為脂肪族烴或芳香族烴基（甲基、乙基、苯基等）。

（F）過氧酯
1

1

過氧酯之通式為 RC(O)OOR ，其中 R 及 R 係可為相同或不同之有機基團。

（G）羧酸之鹽類
羧酸之鹽類係由羧基（ ─COOH ）之氫原子以無機陽離子，例如鈉、鉀、銨取代而得。其可以通式（RC(O)OR1）
所代表，其中 R 為脂肪族烴基、芳香族烴基或脂肪芳香烴基，M 為金屬或其他無機陽離子。

（H）酸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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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A）到（F）部份所述之酸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中，其含氧官能基仍保留完整，但其
1

R 或 R 基上之一個或多個氫元素已分別為鹵素、磺酸基（─SO3H）、硝基（─NO2）或亞硝基（─NO）或其任
何複合物所取代。

29.15-飽和非環─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
衍生物。
-蟻酸，其鹽類或及酯類：
2915.11--蟻酸（甲酸）
2915.12--蟻酸之鹽類
2915.13--蟻酸之酯類
-醋酸及其鹽類；醋酸酐：
2915.21--醋酸（乙酸）
2915.24--醋酸酐（乙酐）
2915.29--其他
-醋酸之酯類：
2915.31--醋酸乙酯
2915.32--醋酸乙烯酯
2915.33--醋酸正丁酯
2915.36--醋酸達諾殺(ISO)
2915.39--其他
2915.40-一氯，二氯或三氯醋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5.50-丙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5.60-丁酸，戊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5.70-十六酸（軟脂酸），十八酸（硬脂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5.90-其他
本節包括飽和之非環一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酯及鹽類、以及此類任何產物之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含複衍生物）。
（I）蟻酸（H.COOH）及其鹽類及酯類。
（a）蟻酸存在於自然界或經合成而得。為流動性無色液體，暴露於空氣中則冒微煙；具有刺激性氣味且帶
腐蝕性。用於染料、鞣革、乳液之凝集、醫藥上作防腐劑及有機合成。
（b）蟻酸之主要鹽類如下：
（1）蟻酸鈉（H.COO.Na）。潮解性晶狀白色粉末。用於醫藥、鞣革及有機合成。
（2）蟻酸鈣〔(H.COO)2Ca〕。結晶體。
（3）蟻酸鋁〔(H.COO)3Al〕。白色粉末，於紡織工業作為媒染劑及使紡織品具有防水性能。亦有鹼
性蟻酸鹽，通常製成水溶液。
（4）蟻酸鎳〔(H.COO) 2Ni〕。用作氫化油類之催化劑。
（c）蟻酸之主要酯類如下：
（1）蟻酸甲酯（H.COO.CH3）。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氣味。
（2）蟻酸乙酯（H.COO.C2H5）。無色，具流動性，揮發性及可燃性之液體，有蜜酒味。
（3）蟻酸之苯酯、龍腦酯、香櫞脂、二甲基辛二酯、異龍腦酯、伽羅木酯、八酯、苯乙脂、羅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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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松節油酯等，均用於香水。
（Ⅱ）醋酸（CH3.COOH）及其鹽類及酯類。
（a）醋酸，得自木材之乾餾或經合成產生。為高度酸之液體，具有醋之特殊刺激氣味及腐蝕性。當冷卻時
凝固成無色結晶（冰醋酸）。用作磷、硫或甚多有機物之溶劑。
工業用之醋酸，略帶淡黃色，且常有輕微之特殊臭味。用於紡織工業、鞣革、膠乳之凝集劑，或
醋酸鹽、合成增韌劑、藥品等之製造。
（b）醋酸之主要鹽類如下：
（1）醋酸鈉（CH3.COO.Na）。無色無味之結晶，或無水白色或淡黃色粉末。用作媒染劑及用於製備
多種化學產品。
（2）醋酸鈷〔(CH3.COO) 2Co〕。具潮解性紫紅色結晶，帶有醋酸之氣味。
（3）醋酸鈣〔(CH3.COO) 2Ca〕。純者為無色結晶。
（4）鹼性醋酸銅（CH3.COO.Cu.OH）。針狀或結晶小薄片，藍色；與空氣接觸即分解並轉變成淡綠色。
（5）中性醋酸銅〔(CH3.COO)2.Cu〕。藍綠色粉末，或小結晶體；與空氣接觸即分解轉變成淡白色粉末。
（6）醋酸鉛，中性〔(CH3.COO)2Pb〕或鹼性〔如 Pb(CH3.COO)2.3PbO.H2O〕。中性醋酸鉛為無色或淡
黃色或藍色之有毒結晶體。鹼性醋酸鉛為質密之白色粉末，用於醫藥及用作化學分析試劑。
（7）醋酸鋰及醋酸鉀。用於醫藥；鉻、鋁及鐵醋酸鹽，用作媒染劑。
（c）醋酸之主要酯類如下：
（1）醋酸甲酯（CH3.COO.CH3）。存在於木材之乾餾產物中。具有水果味之液體；用於配製人造水果
香精及用作油脂、樹脂及硝化纖維等溶劑。
（2）醋酸乙酯（CH3.COO.C2H5）。無色流動性大，高度可燃性之液體，帶有水果味；可能帶有乙醇
（即其所含之雜質）。用作硝化纖維、凡立水等之溶劑；亦用於醫藥作為鎮痙劑及鎮痛劑。
（3）醋酸乙烯酯（CH3.COO.CH=CH2）。無色液體帶有特殊之氣味；用作製聚醋酸乙烯（稅則第 39.05
號之塑膠）。
（4）醋酸丙酯及醋酸異丙酯。配製人造水果香精用。
（5）醋酸丁酯。無色液體，配製人造水果香精用及作為溶劑。
（6）醋酸異丁酯。無色液體，配製人造水果香精用及作為溶劑。
（7）醋酸戊酯及醋酸異戊酯。配製人造水果香精用。
（8）醋酸─2─乙氧乙酯。
（9）醋酸之苯酯、乃烯酯、伽羅木酯、二甲基辛二酯、香櫞酯、茴香酯、苯丙烯醯酯、肉桂酯、苯
乙酯、龍腦酯及異龍腦酯，均用於香料。
（10）醋酸甘油酯（一(mono-)、二(di-)、三(tri)醋酸甘油酯）
本節亦包括醋酸酐〔(CH3.CO)2.O〕。無色液體，帶有強烈之刺激性氣味；有腐蝕性；化學合成之用。
（Ⅲ）一(mono-)、二(di-)及三(tri-)氯醋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a）一氯醋酸（CH2.C1.COOH）。無色結晶體。
（b）二氯醋酸（CH.Cl2.COOH）。無色液體。
（c）三氯醋酸（CCl3.COOH）。無色結晶體，具有刺激性氣味；用於有機合成及醫藥。
（Ⅳ）丙酸（CH3.CH2.COOH）及其鹽類及酯類。丙酸為一液體，其氣味與醋酸類似。
（Ⅴ）丁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a）丁酸，稠密之油狀液體，常有令人不愉快之惡臭；無色。用於生皮之脫灰。
（b）異丁酸（2-甲基丙酸）。
（Ⅵ）戊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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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戊酸係無色、透明、油狀之液體，有令人不愉快之惡臭。
（b）異戊酸（3-甲基丁酸）
（c）特戊酸（2,2-二甲基丙酸）。
（d）2-甲基丁酸。
（Ⅶ）十六酸〔CH3.(CH2)14.COOH〕及其鹽類及酯類。
（a）十六酸，以甘油酯形式存在於油脂中；白色粉末，光亮結晶或無色薄片。
（b）其主要鹽類如下：
（1）十六酸鈣，用於香料。
（2）十六酸鋁，用於製防水紡纖物及增稠潤滑油。
水溶性十六酸鹽（例如鈉、鉀及銨之十六酸鹽）為肥皂，但仍列入本節。
（Ⅷ）十八酸又名硬酯酸〔CH3.(CH2)16.COOH〕及其鹽類及酯類。
（a）以甘油酯形式存在於油酯中酯；白色不定形狀，與蠟類似。
（b）其主要之鹽類如下：
（1）十八酸鈣，用於防水之織物。
（2）十八酸鎂，製造凡立水之用。
（3）十八酸鋅，用於醫藥，橡膠及塑膠工業及油布之製造。
（4）十八酸鋁，用途與十六酸鋁相同。
（5）十八酸銅，用族製青銅石膏及作為抗污劑。
（6）十八酸鉛，用作乾燥劑。
水溶性十八酸鹽（例如鈉、鉀及銨之十八酸鹽）為肥皂，但仍列入本節。
（c）本節亦包括十八酸乙酯及十八酸丁酯（用作增韌劑）及十八酸甘油酯（天然蠟之代用品）。
（Ⅸ）本節包括下列其他產品：
（a）氯蟻酸乙酯，有時稱為氯碳酸乙酯，無色，催淚性液體，具窒息氣味及易燃性。用於有機合成上。
（b）氯化乙醯（CH3.CO.Cl）。無色液體；曝露於空氣中釋出刺眼之煙霧；具強烈氣味。
（c）溴化乙醯（CH3.CO.Br）。特性與氯化乙醯相同；用於有機合成。
（d）一(mono-)、二(di-)及三(tri-)溴醋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e）正己酸及 2─乙基丁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f）正辛酸及 2─乙基己酸及其鹽類及酯類。
*
**
本節不包括：
（a）含醋酸重量 10％或較低之供飲料用醋酸溶液（第 22.09 節）。
（b）粗製硬脂酸之鹽類和酯類（一般第 34.01，34.04 或 38.24 節）。
（c）甘油之單(mono-)、二(di-)、三(tri-)硬脂酸，脂肪乳化劑之混合物（某些具有人造蠟特性者歸第 34.04 節，其
他狀況歸第 38.24 節）。
（d）純度低於 90％之脂肪酸（以乾燥產品之重量計算）（第 38.23 節）。

29.16-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環狀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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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2916.11--丙烯酸及其鹽類
2916.12--丙烯酸之酯類
2916.13--甲基丙烯酸及其鹽類
2916.14--甲基丙烯酸之酯類
2916.15--油酸，亞麻仁油酸或次亞麻仁油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6.16--百蟎克(ISO)
2916.19--其他
2916.20-環烷、環烯或環萜烯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芳香族一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2916.31--苯甲酸（安息香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6.32--過氧化苯甲醯及氯化苯甲醯
2916.34--苯醋酸及其鹽類
2916.39--其他
本節包括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及環狀一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酯類及鹽類，以及前述
任何產物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包括複衍生物）。

（A）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及其鹽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1）丙烯酸（CH2=CH.COOH）。帶辛辣之無色液體，極易形成聚合物；其單體可形成聚丙烯酸及其他丙烯聚合
物。
（2）α─甲基丙烯酸。此類酸之聚酯為塑膠之組成份子（第三十九章）。
（3）油酸又名十八烯酸（C18H34O2）。以甘油酯形式存在於脂及油中。無色及無味液體；在 4℃時結晶成針狀。
水溶性油酸鹽（例如鈉、鉀、銨之油酸鹽）為肥皂，但仍列入本節。
（4）亞麻仁油酸（C18H32O2）。以甘油酯形式存在於亞麻仁油中；係乾性酸。
（5）次亞麻仁油酸（C18H30O2）。
（6）庚炔酸及辛炔酸。

（B）環烷，環烯或環帖烯一元羧酸及其鹽酸、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1）環己烷羧酸。
（2）環戊烯乙酸。

（C）芳香族飽和一元羧酸及其鹽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1）苯甲酸（C6H5.COOH），發現於若干樹脂及香樹脂內，經合成製成。結晶成白色針狀或光亮之白色薄片，純
者無味；為防腐劑。
其主要之鹽類為：銨、鈉、鉀、鈣之苯甲酸鹽。
其主要之酯類為：苯酯、萘酯、甲酯、乙酯、二甲基辛二酯、香櫞酯、伽羅木酯及羅丁酯。
本節包含下列之苯甲酸衍生物：
（a）過氧苯甲醯。白色粒狀結晶固體。用於醫藥、橡膠及塑膠工業，用於油、脂、麵粉等之漂白。
（b）氯化苯甲醯（C6H5.CO.Cl），白色晶體。無色液體帶有特殊之氣味，有催淚性；置於空氣中則冒煙。
（c）硝基苯甲酸（鄰一、間一、對一）（NO2.C6H4.C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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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硝基苯甲醯氯（鄰一，間一，對一）（NO2.C6H4.CO.Cl）。
（e）氯化苯甲酸（Cl.C6H4.COOH）。
（f）二氯化苯甲酸（Cl2.C6H3.COOH）。
（2）苯醋酸（C6H5CH2COOH），發亮之白色結晶片，帶有花香味，用於香水與香料中、盤尼西林Ｇ與殺黴菌劑
之製造及有機合成上且可做為生產安非他命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未尾之前驅物清單）。
其主要之酯類為苯乙酸乙酯、苯乙酸甲酯及苯乙酸鄰─甲氧基苯酯（苯乙酸癒瘡木酚酯）。
（3）苯丙酸及萘甲酸。

（D）芳香族不飽和一元酸及其鹽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肉桂酸（C6H5CH=CH.COOH）。存在於肉桂油及佗魯（Tolu）與秘魯之香膠內。無色結晶體。
其主要之鹽類為肉桂酸之鈉及鉀鹽。
其主要之酯類為甲酯、乙酯、苯酯及丙酯；用於香料。
*
* *

本節不包括純度低於 85％之油酸（以乾燥產品之重量計算）和其他純度低於 90％之脂肪酸（以乾燥產品之重
量計算）（第 38.23 節）。

29.17-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非環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2917.11--草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7.12--己二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7.13--壬二酸、癸二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7.14--順丁烯二酐（馬來酐）
2917.19--其他
2917.20-環烷，環烯或環萜烯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芳香族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衍生物：
2917.32--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2917.33--鄰苯二甲酸二壬酯或二癸酯
2917.34--鄰苯二甲酸之其他酯類
2917.35--鄰苯二甲酐
2917.36--對苯二甲酸及其鹽類
2917.37--鄰苯二甲酸二甲酯
2917.39--其他
本節包括多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酯類及鹽類、以及前述任何產物之鹵化、磺化、硝
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包括複衍生物）。

（A）非環多元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衍生物
（1）草酸（HOOC‧COOH）。精細結晶體，無色、透明、無味並有毒。用作織物及生皮之漂白劑，紡織工業之
媒染劑及有機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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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之鹽類有：銨、鉀、鈉、鈣、鐵及銨鐵之草酸鹽。
其主要之酯類有：二甲酯及二乙酯。
（2）己二酸〔HOOC‧(CH2)4‧COOH〕。無色針狀晶體；用於製某些塑膠如聚醯胺類。
（3）壬二酸。帶有黃色至白色晶體狀粉末；用於製備塑膠（醇酸樹脂、聚醯胺、聚胺基甲酸乙酯）及其他有機
合成中。
（4）癸二酸。白色葉片狀；用作塑膠（醇酸樹脂、聚醯胺、聚胺基甲酸乙酯）之安定劑及塑膠之製造。
（5）順丁二烯酐。無色之結晶塊；用於製造塑膠料（聚酯樹脂）及其他有機合成。
（6）順丁烯二酸（HOOC.CH=CH.COOH）。大而無色之結晶體或鑄塊。用於製某些塑膠（聚酯樹脂）。
（7）丙二酸（HOOC.CH2.COOH）。結晶成無色之大薄片狀。
其主要之酯類包括丙二酸二乙酯，用於有機合成（例如巴比妥酸鹽類藥物）。
（8）丁二酸（HOOC.(CH2)2.COOH）。無色、無味及透明之結晶體。用於有機合成。

（B）環烷、環烯或環萜烯多元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C）芳香族多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1）鄰苯二甲酸酐（C6H4(CO)2O）。結晶或半透明白色針狀、塊狀或白色薄片；極輕，容積龐大且有特殊氣味。
用於有機〔塑膠（醇酸樹脂）及增塑劑等〕之合成。
（2）苯二羧酸（鄰一、間一、對一）〔C6H4(COOH)2〕。鄰苯二羧酸一時般稱作苯二甲酸。間苯二羧酸一般稱作
異苯二甲酸，及對苯二羧酸一般稱作對苯二甲酸。均為結晶體，用於製造合成染料及人造可塑料（醇酸樹
脂）及增韌劑。
其酯類包括鄰苯二甲酸之二甲酯、二乙酯、二丁酯（二－正丁酯、二－異丁酯等）、二辛酯（二－正
辛酯、二－異辛酯、雙（２－乙基己酯）等）、二壬酯（二－正壬酯、二－異壬酯等）、二癸酯（二－正
癸酯等）或二環己酯及其他酯類如鄰苯二甲酸之乙二醇酯，也包括對苯二甲酸二甲酯及其他對苯二甲酸酯
類。
（3）二氯鄰苯二甲酸及四氯鄰苯二甲酸及其酸酐。

29.18-附加有氧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
硝化衍生物。
-具有醇官能基但無其他氧官能基之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
衍生物：
2918.11--乳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8.12--酒石酸
2918.13--酒石酸之鹽類及酯類
2918.14--檸檬酸
2918.15--檸檬酸之鹽類及酯類
2918.16--葡萄糖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8.17--2，2-二苯基-2-羥基乙酸(二苯乙醇酸)
2918.18--克氯苯(ISO)
2918.19--其他
-具有酚官能基但無其他氧官能基之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其
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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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21--柳酸及其鹽類
2918.22--鄰乙醯柳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8.23--柳酸之其他酯類及其鹽類
2918.29--其他
2918.30-具有醛或酮官能基但無其他官能基之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及
其衍生物
-其他：
2918.91--2,4,5-T(ISO)( 2,4,5-三氯苯氧乙酸)，其鹽類及酯類
2918.99--其他
本節包括附加有氧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酯類及鹽類，以及前述產物之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含複衍生物）。
所謂「額外的氧官能基」，即指羧酸之含有以前各分章所述之一或多個氧官能基者（醇、醚、酚、醛、酮等
之作用基）。

（A）具有醇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此類酸含有二個作用基，即醇官能基（─CH2OH,

CHOH 或

COH）及酸官能基（一 COOH）。此二種官

能基可按其自身特性而起反應。因此，如為醇，此類化合物可形成醚、酯及其他衍生物；如為酸，可形成鹽、酯
等。主要之醇酸包括下列各項：
（1）乳酸〔CH3.CH(OH).COOH〕。由葡萄糖或已轉化之蔗糖以乳酸菌發酵製成。為極具吸溼性之結晶塊或稠密之
漿狀液體，無色或淡黃色。用於製藥、染料及生皮之脫灰。本節包括工業、商業及醫藥用之乳酸。工業用
者，由黃色至棕色不等，具有令人不愉快之酸味。商業或製藥用者一般含 75％或以上之乳酸。
其主要之鹽類有：鈣（用於醫藥）、鍶、鎂、鋅、銻、鐵及鉍等之乳酸鹽。
其酯類包括乙酯及丁酯，用作凡立水之溶劑。
醋酸汞除外(第 28.52 節)。
（2）酒石酸〔HOOC.CH(OH).CH(OH).COOH〕。透明、無色結晶體；用於染料、照相、焙粉之製造、酒類之研究
及醫藥。
其鹽類包括下列各項：
（a）酒石酸鈉。
（b）酒石酸鉀。
（c）精製酒石酸氫鉀（酒石）。
不包括粗製酒石（第 23.07 節）。
（d）酒石酸鈣，小結晶體。
不包括粗酒石酸鈣（第 38.24 節）。
（e）酒石酸銻鉀（催吐劑）、酒石酸鈉鉀（洛瑟爾鹽 sel de Seignette）及酒石酸鐵鉀。
其酯類包括下列各項：
（i）酒石酸乙酯。
（ii）酒石酸丁酯。
（iii）酒石酸戊酯。
（3）檸檬酸。存在於檸檬汁中成游離狀態；亦可將葡萄糖及蔗糖以檸檬酸菌發酵而得。結晶成大而無色之透明
稜狀物，或晶狀之白色無味粉末。用於飲料之調製、紡織工業、酒類之研究、醫藥及製造檸檬酸鹽等。
其鹽類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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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檸檬酸鋰。
（b）檸檬酸鈣。
不包括粗檸檬酸鈣（第 38.24 節）。
（c）檸檬酸鋁，用作染色之媒染劑。
（d）檸檬酸鐵，用於照相。
其主要之酯類計有下列兩項：
（i）檸檬酸三乙酯。
（ii）檸檬酸三丁酯。
（4）葡萄糖酸及其鹽類，葡萄糖酸通常為水溶液。其鈣鹽用於醫藥、用製清潔劑及作為混凝土之添加物。
（5）葡萄庚醣酸及其鹽類，例如葡萄庚醣酸鈣。
（6）苯乙醇酸（扁桃酸）。
（7）蘋果酸〔HOOC.CH(OH).CH2.COOH〕。具潮解性，無色結晶塊；用於有機合成及醫藥等。
（8）2，2-二苯基-2-羥基乙酸(二苯乙醇酸)，可溶於一級醇之白色結晶芳香族酸，用於有機合成、醫藥、生產化
學武器製劑之前驅物。

（B）具有酚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酚酸，環（芳香族）酸之核心含有酸基（─COOH）及一個或多個醇基（─OH）者，最簡單之酚酸之分子式
為（OH.C6H4.COOH）。
（I）柳酸（鄰羥基苯甲酸）（OH.C6H4.COOH）。結晶成白色容積龐大之薄片，或白色、無味、質輕之粉末。廣
泛地用於醫藥及偶氮染料等之調製。
其最重要之鹽類如下：
（a）柳酸鈉。結晶狀粉末，或白色無味之薄片。用於醫藥。
（b）柳酸鉍。無味、白色粉末；用於醫藥。
其最重要之酯類如下：
（a）柳酸甲酯。成分為冬綠油。無色油狀液體，具有強而持久之芳香味；用於醫藥。
（b）柳酸苯酯（薩羅爾 Salol）。無色薄片狀結晶體，微有令人愉快之芳香味。用於醫藥及作為防腐劑。
（c）柳酸之乙酯、萘酯、丁酯、戊酯、苯甲酯、防酯、雄刈萱油酯、又牛兒苗酯、薄荷酯、玫瑰油脂。
（Ⅱ）鄰乙醯柳酸（CH3.COOC6H4.COOH）。白色晶狀粉末；無味；用於醫藥。
（Ⅲ）磺基柳酸（柳磺酸）。
（Ⅳ）對羥基苯甲酸，結晶體。
其主要之酯類如下；
（1）對羥基苯甲酸甲酯。
（2）對羥基苯甲酸乙酯。
（3）對羥基苯甲酸丙酯。
此類酯均用作防腐劑。
（Ⅴ）甲基柳酸（甲酚酸）。
（Ⅵ）乙醯鄰甲酚酸。
（Ⅶ）沒食子酸〔(OH)3.C6H2.COOH〕。得自沒食子果核。細，呈絲狀，光亮而無色或暗黃之無味結晶體。調製墨
水及染料，用於照相、醫藥等，亦用於鞣革作為媒染劑。
其主要之鹽及酯類包括下列各項：
（1）鹼性沒食子酸鉍。不定形粉末，檸檬色（黃色），無味，具收歛性及吸收性；用於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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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沒食子酸甲酯，晶體。用作消毒劑及收歛劑，亦用於眼科。
（3）沒食子酸丙酯。
（Ⅷ）羥基萘酸。
（Ⅸ）羥基萘甲酸。

（C）具有醛或酮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1）醛酸，含有醛基（─CHO）及酸基（─COOH）。
（2）酮酸，含有酮基（

C＝O）及酸基（─COOH）。

此類酸之最主要之酯類為乙醯乙酸乙酯及其鈉鹽衍生物。

（D）其他附加有氧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茴香酸（CH3.O.C6H4.COOH）。由茴香醛、茴香腦及茴香油氧化而得。無色結晶，微有茴香腦味；用作防腐劑，
也用於醫藥及染料之製造。

－348 －

Ch.29
第八分章
非金屬無機酸之酯類及其鹽類，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總

則

（A）非金屬無機酸之酯類
此類化合物通常由醇或酚與非金屬無機酸反應而形成。其通式為（R.O.X），其中之Ｒ為醇或酚基，Ｘ為無
機酸分子之殘餘物稱為酸基者。
硝酸基（－NO2），硫酸基為（

SO2），磷酸基為（

PO），碳酸基為（

CO）。

本分章不包括歸入本章以後所列之各節之酯類。

（B）非金屬無機酸之酯鹽
此類鹽僅能得自非金屬無機多（鹼）價酸酯（硫酸、磷酸、矽酸等）。多（鹼）價酸含有一個以上之可取代
酸元素，所有酸元素未完全酯化者則成為一種酸酯。
適當處理此類酸酯，可得非金屬無機酸酯之鹽類。
反之，亞硝酸及硝酸為單元酸，僅能產生中性酯。

29.19-磷酸酯及其鹽類（包含乳醯磷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9.10-三（2,3-二溴丙基）磷酸酯
2919.90-其他
磷酸為三（鹼）價酸，有三種磷酸酯，視其中之一個、二個或所有之酸基酯化而別。
其酯類包括下列各項：
（1）甘油磷酸。由丙三醇分子中的一個初級醇被磷酸基取代而得。
此類酯之最重要之鹽類，係用於醫藥作為滋補劑，例如：
（a）甘油磷酸鈣。
（b）甘油磷酸鐵。
（c）甘油磷酸鈉。
（2）肌醇（環己六醇）六磷酸及其鹽類。
（3）磷酸三丁酯。無色，無味之液體；用於增韌劑。
（4）磷酸三苯酯。無色，無味之結晶體，用於製造塑膠材料（例如賽璐璐）和防水紙等。
（5）磷酸三甲苯酯。無色或淡黃色液體；用作纖維素及合成樹脂之增韌劑及礦砂浮選劑等。
（6）磷酸三甲（二甲苯）酯。
（7）磷酸三鄰甲氧基苯酯。
（8）乳醯磷酸，例如乳醯磷酸鈣，不論是否為化學級。

29.20-非金屬之其他無機酸之酯類（鹵化氫之酯類除外）及其鹽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
硝化衍生物。
-硫代磷酸酯及其鹽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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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0.11--巴拉松(ISO)及巴拉松-甲基（甲基巴拉松）(ISO)
2920.19--其他
-亞磷酸酯及其鹽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20.21--亞磷酸二甲酯
2920.22--亞磷酸二乙酯
2920.23--亞磷酸三甲酯
2920.24--亞磷酸三乙酯
2920.29—其他
2920.30-安殺番(ISO)
2920.90-其他
本節包括其他非金屬無機酸酯，也就是其陰離子僅含非金屬元素之酸，但下列者除外：
（a）鹵酸的「酯」（第 29.03 節），及
（b）歸入本分章以後所列各節之酯（如：異氰酸之酯類（異氰酸酯）（第 29.29 節）及硫氫的〝酯〞（一般屬第
29.30 節）。
本節包括下列酯類：
（A） 硫代磷酸酯及其鹽類，包括 0,0─二丁基二硫代磷酸鈉及 0,0─二苯甲基二硫代磷酸鈉。
（B） 亞磷酸酯及其鹽類，亞磷酸酯或有機亞磷酸酯之通式為 P(OR)3，其可視為亞磷酸 H3PO3 之酯類。亞
磷酸之甲基及乙基酯可由化學合成轉變成神經毒氣
（C）硫酸酯及其鹽類。
硫酸酯得為中性或酸性。
（1）硫酸氫甲酯（CH3.O.SO2.OH）。油狀液體。
（2）硫酸二甲酯〔(CH3O)2.SO2〕。無色或稍帶黃色液體，微有薄荷氣味；有毒，具腐蝕性，催淚性及
刺激呼吸道。用於有機合成。
（3）硫酸氫乙酯（C2H5.O.SO2.OH）。漿狀液體。
（4）硫酸二乙酯〔(C2H5.O)2.SO2〕。帶有薄荷氣味之液體。
（D）亞硝酸酯及硝酸酯。
亞硝酸酯為液體，具芳香氣味，例如亞硝酸之甲酯、乙酯、丙酯、丁酯及戊酯。
硝酸酯為流動液體，具有令人愉快之氣味，如經突然加熱，即分解。包括硝酸之甲酯、乙酯、丙酯、
丁酯及戊酯。
硝化甘油、四硝基異戊四醇（季戊炸藥）及硝化甘醇，若未混合歸屬於此；進口者如已調製成炸
藥之形態者則除外（第 36.02 節）。
（E）碳酸酯或過氧化碳酸酯及其鹽類。
碳酸酯可能為酸性或中性。
（1）碳酸二鄰甲氧基苯酯。晶狀白色輕質粉末、微帶癒瘡木酚味。用於醫藥及用作香料合成之中間
物。
（2）正碳酸四乙酯〔C(OC2H5)4〕。
（3）碳酸二乙酯〔CO(OC2H5)2〕。
（4）過氧二碳酸雙（4─第三丁基環己）酯。
（5）叔丁過氧化碳酸 2-乙基己酯。
氯化碳酸乙酯（或氯化甲酸乙酯）除外（第 29.15 節）。
（F）矽酸酯及其鹽類（矽酸四乙酯等）。
本節不包括醇鹽或酸官能基金屬氫氧化物之酯類，例如，四正丁氧鈦（亦稱為四丁基鈦酸酯）（第
－350 －

Ch.29
29.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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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分章
氮官能基化合物
總

則

本分章包含氮官能基化合物，例如：胺、醯胺、醯亞胺等，但不包括硝基或亞硝基為唯一氮官能基之化合物。

29.21-胺官能基化合物。
-非環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11--甲胺，二甲胺或三甲胺及其鹽類
2921.12--2-(N，N-二甲基胺基)氯乙烷鹽酸鹽
2921.13--2-(N，N-二乙基胺基)氯乙烷鹽酸鹽
2921.14--2-(N，N-二異丙基胺基)氯乙烷鹽酸鹽
2921.19--其他
-非環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21--乙二胺及其鹽類
2921.22--己二胺（六亞甲二胺）及其鹽類
2921.29--其他
2921.30-環烷，環烯或環萜烯一元或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芳香族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41--苯胺及其鹽類
2921.42--苯胺衍生物及其鹽類
2921.43--甲苯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44--二苯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45--1-萘胺（α-萘胺）、2-萘胺（β-萘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46--安非他命（INN）
、苄甲苯異丙胺（INN）
、右旋安非他命（INN）
、乙非他命（INN）
、
芬坎法明（INN）、勒非他命（INN）、左旋安非他命（INN）、美芬雷司（INN）
及甲基苯乙胺（INN）；其鹽類
2921.49--其他
-芳香族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51--鄰苯二胺、間苯二胺、對苯二胺、二胺基甲苯，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59--其他
胺類，即有機氮化合物，具有胺官能基者〔即自氨所衍生之官能基，氨之一個、二個或三個氫原子分別為同
數目之脂肪族烴基或芳香族烴基（甲基、乙基、苯基等）所取代而成〕。
若氨只有一個氫原子被取代成為一級胺（R.NH2）；二個氫原子被取代則得二級胺（R-NH-R）；三個氫原子
R

被取代則成三級胺（R ＞N ─R）。
亞硝基胺，可反應成為醌亞胺肟類互變異構體者，則列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胺鹽（例如硝酸鹽、醋酸鹽、檸檬酸鹽）及其取代衍生物，（例如：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
衍生物等）；但不包括歸入第 29.05 至 29.20 節具有含氧官能基之取代衍生物及其鹽類（第 29.22 節）。本節也不
包括胺官能基的一個或一個以上氫原子被鹵素原子、磺酸基（-SO3H）、硝基（-NO2）或亞硝基（-NO）或被其任
何結合者所置換之取代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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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也包括經烯釋至標準濃度用以生產偶氮染料之可重氮化胺及其鹽類。

（A）非環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甲胺〔CH3.NH2〕。無色，可燃性氣體，具有強烈之氨味；用於有機染料之製造及鞣革工業等。
（2）二甲胺〔(CH3)2.NH〕，與甲胺類似；用於有機合成，用作橡膠硫化之加速劑。
（3）三甲胺〔(CH3)3.N〕，與甲胺類似；用於有機合成。
（4）乙胺。
（5）二乙胺。
（6）烯丙基異丙胺。
（7）2-(N，N-二甲基胺基)氯乙烷鹽酸鹽、2-(N，N-二乙基胺基)氯乙烷鹽酸鹽及 2-(N，N-二異丙基胺基)氯乙烷鹽
酸鹽。

（B）非環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乙二胺（NH2.CH2.CH2.NH2）。具腐蝕性，無色液體，微有氨味；其鹽類。
（2）己二胺─〔1.6〕〔NH2.(CH2)6.NH2〕及其鹽類。結晶體，針狀或細長片，具有特別氣味。對皮膚有毒，可引
起嚴重損害；用於人造絲之製造（聚醯胺類）。

（C）環烷，環烯或環萜烯一元或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此項化合物包括環己胺、二甲胺基環己烷等。

（D）芳香族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苯胺（C6H5.NH2）及其鹽類。無色，油狀液體，微有芳香味。廣泛地用於染料、藥品等之製造。
苯胺衍生物，大部份用作染料之中間物，此類衍生物包括下列各項：
（a）鹵化衍生物：氯化苯胺。
（b）磺化衍生物：間位及對位對胺基苯磺酸（例如：磺胺酸）。
（c）硝化衍生物：硝基苯胺等。
（d）亞硝化衍生物，即其之一個或一個以上氫原子（屬胺官能基除外）被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亞硝基所置換
者（例如，亞硝基苯胺、甲基亞硝基苯胺）。
（e）磺鹵化、硝鹵化及硝磺化衍生物。
（f）烷基族烴基衍生物：N─甲基苯胺及 N，N─二甲基苯胺；N─乙基苯胺及 N，N─二乙基苯胺。
（2）甲苯胺。
（3）二苯胺〔(C6H5)2.NH〕，二級胺。小葉狀無色結晶；用於有機合成（染料等）。
（4）1-萘胺（α-萘胺）（C10H7.NH2）。白色針狀結晶，但亦可能為白色或棕色之塊狀或結晶片狀；具令人愉快之
滲透性氣味。曝露於光則轉變為淡紫色。用於有機合成及用作銅礦之浮選劑等。
（5）2-萘胺（β-萘胺）（C10H7.NH2）。白色粉末，或具有珍珠光澤之薄片；無味；用於有機合成（染料等）。萘
胺為致癌物，故處理應小心。
（6）二甲苯胺。
（7）安非他命（amfetamine）（INN）（Amphetamine）。

（E）芳香族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鄰苯二胺、間苯二胺、對苯二胺〔C6H4(NH2)2〕。
（a）鄰苯二胺。無色單斜晶體：在空氣中變暗色。
（b）間苯二胺。在空氣中變紅色之無色針狀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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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對苯二胺。白至淡紫色晶體。
（2）甲苯二胺〔CH3.C6H3.(NH2)2〕。
（3）N-烷基苯二胺，例如 N,N-二甲基-對苯二胺。
（4）N-烷基甲苯二胺，例如 N,N-二乙基-3,4-甲苯二胺。
（5）聯苯胺（NH2.C6H4.C6H4.NH2）。白色光亮結晶片，具有令人愉快之氣味。供調製染料及分析化學用。
（6）聚胺類。自二（di-）及三（tri-）苯基甲烷及其同系物；其衍生物（四甲基二胺基二苯基甲烷及四乙基二胺
基二苯基甲烷等）。
（7）胺基二苯胺及二胺基二苯胺。
（8）二苯乙烯二胺。
本節之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被視為精神性藥物，被列在第二十九章之末附表內。
。
。。

目註解
第 2921.42 至 2921.49 目
芳香族一元胺的烴衍生物是由胺基氮上的一個或二個氫原子僅被烷基或環烷基取代而得之衍生物。因此含有
一個或一個以上芳香族核心之取代基，無論其是否以一個烷基鏈與胺基上的氮相連接，則是被排除的。
因此，例如，二甲苯胺應歸列在第 2921.49 目-「其他」芳香一元胺，而不能視為苯胺的衍生物（第 2921.42
目）或甲苯胺的衍生物（第 2921.43 目）。

29.22-氧官能胺基化合物（＋）。
-胺醇（含氧官能超過一種以上者除外），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2922.11--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2--二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4--右旋普帕西芬（INN）及其鹽類
2922.15--三乙醇胺
2922.16--全氟辛烷磺酸二乙醇胺
2922.17--甲基二乙醇胺及乙基二乙醇胺
2922.18--2-(N，N-二異丙基胺基)乙醇
2922.19--其他
-胺基萘酚及其他胺酚（含氧官能基超過一種以上者除外），其醚類及酯類；其鹽
類：
2922.21--胺基羥基萘磺酸及其鹽類
2922.29--其他
-胺醛、胺酮及胺醌（含氧官能超過一種者除外）；其鹽類：
2922.31--二乙胺苯丙酮（INN）、美沙冬（INN）及原美沙冬（INN）；其鹽類
2922.39--其他
-胺基酸（含氧官能超過一種以上者除外）及其酯類；其鹽類：
2922.41--二胺基己酸及其酯類；其鹽類
2922.42--麩胺酸（戊二胺基酸）及其鹽類
2922.43--氨茴酸（鄰─胺基苯甲酸）及其鹽類
2922.44--痛利定（INN）及其鹽類
2922.4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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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2.50-胺醇酚，胺酸酚及其他含氧官能基之胺基化合物
「氧官能胺基化合物」一詞，係指胺基化合物除含一個胺官能基之外，尚含一個或多個在第二十九章章註四
所定義之氧官能基（醇、醚、酚、縮醛、醛、酮等官能基），以及其有機與無機酸酯。因此，本節包括由含第 29.05
至 29.20 節之氧官能基者經取代衍生而得之胺基化合物，及其酯類及鹽類。
經稀釋至標準濃度以生產偶氮染料之可偶氮化胺及其鹽類，亦分類於此。
有機染料不列入本節（第三十二章）。

（A）胺醇，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此類化合物含有聯結在碳原子上之一個或多個的醇氫氧基及一個或多個的胺基。此類化合物含有限屬醇，其
醚類或酯類，或這些官能基之結合者的氧官能基。出現在連結於胺醇主鏈之支鏈上的任何氧官能基，在分類上是
可忽略的。
（1）乙醇胺〔NH2(CH2CH2OH)〕，略具黏性，無色液體；用於醫藥、肥皂等之製造。
（2）二乙醇胺〔NH(CH2CH2OH)2〕。無色結晶或暗淡色液體；吸收酸氣之用，用於鞣革使之軟化及有機合成。
（3）三乙醇胺〔N(CH2CH2OH)3〕。黏性液體。用於肥皂及乳化工業，作為織物之裝飾及最後整理。
（4）全氟辛烷磺酸二乙醇胺，全氟辛烷磺酸(PFOS)之胺鹽(參見第 29.04、29.23、29.35、38.08 及 38.24 節)。
（5）甲基二乙醇胺及乙基二乙醇胺。
（6）2-(N，N-二異丙基胺基)乙醇或 N，N-二異丙基乙醇胺(((CH3)2CH)2NCH2CH2OH)。無色至微淡黃色液體。
（7）氯化（2─苯甲醯氧─2─甲基丁基）二甲銨。晶體狀白色粉末；用作局部麻醉劑。
（8）Meclofenoxate
（9）Arnolol
（10）Sarpogrelate
（11）芳基乙醇胺。
（12）四甲基二胺基二苯基甲醇及四乙基二胺基二苯基甲醇二胺。
（13）乙胺硝酸鹽

（B）胺萘酚及其他胺酚，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此類酚類化合物，其中一個或多個氫原子為胺基(-NH2)所取代。此類化合物含有限屬酚，其醚類或酯類，或
這些官能之結合者的氧官能基。出現在連結於胺萘酚或胺酚主鏈之支鏈上的任何氧官能基，在分類上是可忽略的。
（1）胺基羥基萘磺酸類，例如：
（a）7─胺基─1─萘酚─3─磺酸（γ─酸）；
（b）8─胺基─1─萘酚─3,6─二磺酸（H 酸）。
（2）鄰位、間位及對位胺酚。
（3）胺基鄰甲酚、胺基間甲酚及胺基對甲酚。
（4）二胺酚。
胺酚之醚類包括下列各項：
（a）甲氧苯胺。
（b）二甲氧苯胺（聯茴香胺）。
（c）乙氧苯胺（胺苯乙醚） 。
（d）甲酚胺。
（e）5─硝基─2─丙氧基苯胺（2─胺基─4─硝基酚正丙基醚）。
二苯胺之氫氧衍生物及其鹽類亦列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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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胺醛、胺酮及胺醌類；其鹽類
此類含有胺基，且分別與醛基（─CHO）、酮基（＞C=0）或醌基組合者（見第 29.14 節之註解）。
（1）胺基苯甲醛。
（2）四甲基二胺基二苯甲酮及四乙基二胺基二苯甲酮。
（3）胺基蒽醌及二胺基蒽醌。
（4）蒽醯亞胺。

（D）胺基酸及其酯類；其鹽類
此類化合物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羧基及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胺基。羧酸之酸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和過氧酸
均視為酸官能基。
此類化合物含有限屬酸，其酯類或其酐類、鹵化物、過氧化物和過氧酸，或這些官能基結合者的氧官能基。
出現在連結於胺基酸主鏈之支鏈上的任何氧官能基，在分類上是可忽略的。
歸入本節之胺基酸與其酯、鹽及取代衍生物，包括下列各項：
（1）離胺酸（二胺基正己酸）。無色結晶體。為絲膠及多種蛋白質之分解產物。
（2）麩胺酸。蛋白質之分解物。得自麵筋，結晶體，用於醫藥及食品工業。
（3）甘胺酸（胺基乙酸；乙氨酸）（NH2CH2COOH）。無色，大而形式整齊之結晶體，用於有機合成等。
（4）甲胺基乙酸（CH3.NH.CH2.COOH）。為甘胺酸（胺基乙酸）之甲基衍生物；菱狀結晶體。
（5）丙氨酸（2-胺基丙酸）。硬針狀。
（6）β─胺基丙酸（3─胺基丙酸）。結晶體。
（7）苯丙胺基酸。
（8）纈草胺基酸（α─胺基異戊酸）。結晶體。
（9）閃白胺基酸（α─胺基異己酸）。由蛋白質水解而得；白色蛋白光晶體。異閃白胺基酸。
（10）天冬酸。結晶體。
（11）氨茴酸（鄰─胺基苯甲酸）。由合成法製得，用於製造合成靛藍，其衍生物中有鄰胺基苯甲酸甲酯。
（12）間胺基苯甲酸。
（13）對胺基苯甲酸。用於製造染料、人造香料及麻醉劑；由於其具有維他命之活性亦用於醫藥。其衍生物包括
對胺基苯甲酸之乙酯及丁酯。鹽酸普魯卡因，（diethylaminoethyl P-aminobenzoate hydrochloride），無色無味
之小晶體；眼科及牙科用為局部麻醉劑。
（14）苯胺基乙酸。
（15）麗莎地麥（Lisadimate）。

（E）胺醇酚、胺酸酚及其他含氧官能基之胺基化合物
此一部分特別包括：
（1）乾酪胺酸（對羥基苯基丙胺酸）。
（2）絲胺酸（α-胺基─β─羥基丙酸）。為絲膠及其他蛋白質之分解產物。
（3）胺基柳酸，包括 5─胺基柳酸及 4─胺基柳酸。結晶粉末。5─胺基柳酸用於無機合成（例如製造偶氮染料及
硫化染料）；4─胺基柳酸鈉鹽用於醫藥供治療肺結核之用。
（4）梅地福克胺（Medifoxamine）（N,N─二甲基─2,2─二苯氧基乙胺），是一種含縮醛官能基的胺化合物。
（5）丙氧卡因（Propoxycain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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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係視為麻醉藥物或精神性藥物，列在第二十九章之末附表內。

目註解：
第 2922.11 目到第 2922.50 目
為配合目之分類，依據氧官能基與胺基的相關位置，將醚官能基、有機或無機酸酯官能基也視為醇官能基、
酚官能基或是酸官能基。在此情況下，分子中唯有出現在介於胺基和醚或酯官能基的氧原子之間的氧官能基，始
應予以考慮。假使化合物含有二個或以上醚或酯官能基，為配合分類，在每一個醚或酯官能基之氧原子處，將分
子予以分割，並僅考慮出現在胺基同一節鏈上之氧官能基；含有一胺基之鏈稱為主鏈。例如，在化合物 3─（2
─胺基乙氧基）丙酸中，主鏈為胺基乙醇，而羧酸基在分類上是可忽略的；此種化合物乃一種胺基醇衍生的醚，
應歸類於第 2922.19 目。
假使化合物具有連在同一醚或酯官能基上的二個或以上胺基，其應歸類於最後之目；該目之決定係藉由被視
為醇、酚或酸官能基之醚、酯官能基與每一胺基的相關位置。

29.23-第四銨鹽類及氫氧化物；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
2923.10-膽汁鹼及其鹽類
2923.20-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2923.30-全氟辛烷磺酸四乙基銨
2923.40-全氟辛烷磺酸二癸基二甲基銨
2923.90-其他
1

2

3

4

+

1

2

3

4

第四有機銨鹽含有一個四價氮陽離子 R R R R N ，其中 R , R , R 及 R 可以是相同或不同的烷基或芳香基（甲
基、乙基、甲苯基等）。
-

+

-

前述之陽離子可與氫氧離子（OH ）結合生成第四銨基氫氧化物。其一般之分子式為（R4N OH ），相當於無
機物氫氧化銨（NH4OH）。
但此一殘餘之價亦可能為其他陰離子（氯、溴、碘等）所補充而產生第四銨鹽。
第四銨基之最重要之鹽類及其代用衍生物計有下列各項：
（1）膽汁鹼，其鹽類及其衍生物。一種氫氧乙基三甲基銨氫氧化物，存在於膽、腦、卵黃及所有之新解子仁內。
為一種化合物，其他重要之生物物質即由其衍生（如乙醯膽汁鹼、甲基膽汁鹼）。
（2）卵磷酯及其他磷氨脂。此類酯類（磷酯），由油酸、棕櫚酸及其他脂肪酸與甘油磷酸及有機氮化物鹼（如
膽汁鹼）化合而得。一般為黃棕色，蠟塊狀物，可溶於乙醇，卵磷酯存在於卵黃及動植物之組織中。
工業用卵磷酯亦歸入本節。其主要者為大豆卵磷酯，係混合物之含有不溶於丙酮之磷酯（一般佔重量
之 60％至 70％）、豆油、脂肪酸及碳水化合物者。工業用豆油卵磷酯呈棕色或淡色，略帶黏性，惟如豆油
與丙酮已被抽出者，則成淡黃色細粒。
蛋卵磷脂用於藥劑。工業用豆油卵磷酯用作乳化劑、分散劑等，並用於食品及動物飼料工業、油漆、
石油工業等。
（3）全氟辛烷磺酸四乙基銨及全氟辛烷磺酸二癸基二甲基銨，這些是全氟辛烷磺酸(PFOS)之第四銨鹽(參見第
29.04、29.22、29.35、38.08 及 38.24 節)。
（4）碘化四甲基銨〔(CH3)4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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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氫氧化四甲基銨〔(CH3)4NOH〕。
（6）甲酸四甲基銨鹽〔H.COON(CH3)4〕，用於醫藥。
（7）甜菜鹼，第四內分子鹽，及氯化氫鹽甜菜鹼，用於醫藥、化粧品及動物飼養中。

29.24-羧基醯胺基化合物；碳酸之醯胺基化合物。
-非環醯胺（包括非環胺甲酸酯）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4.11--甲丙氨酯（美普巴邁）（INN）
2924.12--氟乙醯胺(ISO)、亞素靈(ISO)及福賜米松(ISO)
2924.19--其他
-環醯胺（包括環狀胺甲酸脂）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4.21--尿毒油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4.23--2─乙醯胺基苯甲酸（N─乙醯胺基苯甲酸）及其鹽類
2924.24--炔己蟻胺（INN）
2924.25--拉草(ISO)
2924.29--其他
本節包含羧酸及碳酸之醯胺衍生物（但不包括其他無機酸之醯胺衍生物─第 29.29 節）。
醯胺類為化合物，含有下列特性之根：
（─ＣＯ.ＮＨ2）
一級醯胺
（─NH2）或

（(─ＣＯ)2.ＮＨ） （(─ＣＯ)3.Ｎ）
二級醯胺

三級醯胺

NH）根中之氫，得為脂肪族烴基或芳香族羥基所取代，而產生「N─取代」醯胺。

本節中之某些醯胺含有可重氮化胺官能基。此類醯胺及其鹽類可經由稀釋至標準力度以供生產偶氮染料。
尿毒油係由尿素所衍生，即其（─NH2）基中之一或多個氫原子為脂肪族或芳香族基所取代而成。
醯脲得自尿素，即其（─NH2）基中之一或多個氫原子為酸基所取代而成。
但本節不包括尿素（NH2.CO.NH2），即碳酸二醯胺，主要用肥料者；縱係純品，亦列入第 31.02 或 31.05 節。

（A）非環醯胺
（1）乙醯胺。
（2）天冬素，天冬酸之單元醯胺。由某些植物中萃取而得，結晶體。
（3）開鏈醯脲（溴化二乙基乙醯脲，溴化異戊醯脲）。
（4）胺基甲酸乙酯（尿烷）。
（5）麩醯胺。
本節不包括 1─氰胍（二氰醯胺）（第 29.26 節）。

（B）環醯胺
（1）尿毒油及醯脲。
主要的尿毒油包括下列兩項：
（i）對乙氧基苯脲（甘精）。
（ii）二乙基二苯脲（Centralite）。
（2）乙醯苯胺，甲基乙醯苯胺及乙基乙醯苯胺，乙醯基對乙氧基苯胺（非納西汀），對乙醯胺基苯酚，對乙醯
胺基柳酸苯酯，用於醫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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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苯乙醯胺。
（4）環胺類之Ｎ─乙醯基代乙醯衍生物，例如，乙醯乙醯苯胺；羥基萘甲酸之醯胺，例如，3─羥基─2
胺；diatrizoic 酸及其鹽類，在放射線照相中用作遮光劑。在交易中有些此類化合物被稱為「芳香基酸鹽」。
（5）2-乙醯胺基苯甲酸，無色或稍帶黃色針狀、片狀或菱形之結晶，用做生產甲基水酮（ＩＮＮ）之前驅物（見
第 29 章末之前驅物清單）。
（6）拉草(ISO)，2-氯-N-(2,6-二乙基苯基)-N-(甲氧基甲基)乙醯胺。
然而，本節並不包括雜環醯脲類，例如，縮蘋果醯脲（巴比妥酸）及乙內醯脲（第 29.33 節）。
*
* *

本節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係視為麻醉藥物或精神性藥物，列在第二十九章之末附表內。

29.25-羧基醯亞胺官能基化合物（包括糖精及其鹽類）及亞胺官能基化合物。
-醯亞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5.11--糖精（鄰磺醯苯甲醯亞胺）及其鹽類
2925.12--格魯米特（INN）
2925.19--其他
-亞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5.21--克死蜹(ISO)
2925.29--其他
（A）醯亞胺類
醯亞胺之通式為（R=NH），R 為二鹼醯基。
（1）糖精式或 1,2─苯異噻唑啉-[3]-酮─1,1─二氧化物及其鹽類。糖精為無氣味白色結晶粉末，有一種很甜之味
道；其鈉鹽及銨鹽有較低之甜度但更易溶解。完全由這類產品的任一種所組成之藥片仍歸入本節中。
由糖精或其鹽類及食品，例如：乳糖，混合構成用作人類食物之製品不歸入本節，而被歸入第 21.06 節
（參見第三十八章章註 1（b））。至於由糖精或其鹽類與食品以外之物質，例如：碳酸氫鈉（重碳酸鈉）
及酒石酸，所構成的製品，歸入第 38.24 節。
（2）丁二醯亞胺，用於化學合成。
（3）苯二甲醯亞胺，用於化學合成。
（4）2─乙基─2─苯戊二醯亞胺。為一種精神狀態治療物質一見第二十九章之末附表內。
無機酸的有機亞醯胺衍生物歸入第 29.29 節。

（B）亞胺類
亞胺，如同亞醯胺，可由其根=NH 而顯出其特性，但係連結於非酸之有機基上：（R2C=NH）。
（1）胍。氰醯胺對氨起作用產生亞胺尿素稱為胍；胍可認為衍生自尿素，其中羰基（
所取代：
ＮＨ2.ＣＯ.ＮＨ2…………ＮＨ2.Ｃ＝ＮＨ.ＮＨ2
尿素

胍

胍亦可由蛋白質氧化而得，並可由合成製成為結晶體無色；具潮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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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衍生物包括下列各項：
（a）二苯胍。橡膠促進劑。
（b）二鄰甲苯胍。橡膠促進劑。
（c）鄰甲苯二胍。橡膠促進劑。
（d）硝基胍。炸藥。
（2）醛亞胺。其通式為（R.CH=N.R1），R 及 R1 為脂肪族或芳香族自由基（甲基，乙基，苯基等）或有時為
氫。
此類產物，組成許夫氏鹼（Schiffs bases），其重要者計有下列各項：
（a）亞乙基苯胺。
（b）亞丁基苯胺。
（c）丁醇醛─α─苯胺及丁醇醛─β─苯胺。
（d）亞乙基對甲苯胺。
所有此類產物及其聚合物均用於橡膠工業。
（3）亞胺基醚類。
（4）脒類。
（5）2,6─二氯苯酚藍靛酚。
然而，本節不包括醛亞胺之環狀聚合物（第 29.33 節）。

29.26-腈官能基化合物。
2926.10-丙烯腈
2926.20-1─氰胍（二氰醯胺）
2926.30-芬普雷斯（INN）及其鹽類；美沙冬（INN）中間體（4-氰基-2-二甲基胺基-4,4苯丁烷）
2926.40-α-苯基乙醯基乙腈
2926.90-其他
一化合物一般之分子式為（R.C≡N），R 為脂肪族自由基或芳香族自由基，或有時為氮。一（mono-），二
（di-），或三（tri-）一基，分別為每一分子含有一個、二個或三個氰基（─CN）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丙烯腈。無色流動性液體。
丙烯腈聚合物及共聚物除外；因其構成塑膠材料（第三十九章）或合成橡膠（第四十章）。
（2）1─氰胍（二氰醯胺）。純白色晶體。
（3）2-羥基丙腈氰化氫）。
（4）乙腈。
（5）己二腈。
（6）胺基苯乙腈。
（7）苯甲腈。
（8）2-甲基-2-羥基丙腈（丙酮合氰化氫）。
（9）氰乙醯胺。
（10）氰三甲基丁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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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羥基苯乙腈。
（12）亞胺基二乙腈。
（13）硝基苯甲腈。
（14）萘甲腈。
（15）硝基苯乙腈。
（16）苯氰胺。
（17）三氰基三甲胺。
（18）抹殺酮中間體(Methadone-intermediate)(INN)─見第二十九章末列表。
（19）α-苯基乙醯基乙腈(APAAN)，3-氧基-2-苯基丁腈。參見第 29 章末之前驅物清單。

29.27-重氮偶氮或氧化偶氮化合物。
此類化合物之最重要者為芳香族系，該化合物內含有二個氮原子以雙鍵連結。

（A）重氮化合物
此類產物包括：
+

-

-

（1）重氮鹽。一般分子式為（RN2 X ），R 為有機自由基，X 為陰離子，例如：
（a）氯化重氮苯。
（b）四氟硼酸重氮苯。
本節包括重氮鹽，不論安定或不安定者。
本節亦包括稀釋至標準強度之重氮鹽（例如加入中性鹽，如硫酸鈉），供生產偶氮染料。
（2）通式為 RN2 之化合物，R 為有機自由基，例如：
（a）重氮甲烷。
（b）重氮醋酸乙酯。
1

2

3

1

2

3

（3）通式為 R -N=N-NR R ，R 及 R 為有機自由基，R 可為有機自由基或氫，例如；
（a）重氮胺基苯。（此處 R1=R2）
1

2

（b）N─甲基重氮胺基苯。（此處 R =R ）
1

2

（c）3,3─二苯基─1─對─甲苯基偶氮烯。（此處 R =R ）

（B）偶氮化合物
1

2

1

2

此類化合物 R -N=N-R 基，其中 R 及 R 為有機自由基，碳原子之一係直接連結到氮原子之一上，例如：
1

2

（1）偶氮苯。（此處 R =R ）
1

2

1

2

（2）偶氮甲苯。（此處 R =R ）
（3）偶氮辦萘。（此處 R =R ）
1

2

（4）2,2'─二甲基─2,2'─偶氮二丙腈。（此處 R =R ）
（5）胺基偶氮苯磺酸。
（6）對─胺基偶氮苯。
1

2

自由基 R 及 R 可進一步含有更多之-N=N-基（重偶氮，疊偶氮等化合物）。

（C）氧化偶氮化合物
此項化合物含有一個氧原子，連結於兩個氮原子中之一個，其一般分子式為：

－362 －

Ch.29
1

2

1

2

R ─N2O─R ，R 及 R 為芳香族羥基。
氧化偶氮化合物一般為淡黃色結晶物質。
（1）氧化偶氮苯。
（2）氧化偶氮甲苯。
（3）對氧化偶氮苯甲醚。
（4）對氧化偶氮苯乙醚。
（5）氧化偶氮苯甲酸。
（6）氧化偶氮桂皮酸。
（7）氧化偶氮甲苯胺。
*
* *

重氮及偶氮化合物為製造偶氮染料之原料。其產生之代用衍生物亦列於此處。
有機色料不屬於本節而列入第三十二章。

29.28-肼（聯氨）及胲（羥胺）之有機衍生物。
本節不包括肼（聯氨）及胲（羧胺）之本身或其無機鹽（第 28.25 節），而僅包括其有機衍生物。
肼（聯氨）(H2N.NH2)之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氫原子被取代而產生衍生物，例如(R.NH.NH2)及(R.HN.NH.R1)，其中
之 R 及 R1 係指有機基。
胲（羥胺）（NH2.OH），亦可產生多種衍生物，即取代一個或一個以上氫原子而成。

29.08 及 29.21 節之註解）。
肼聯氨及胲（羥胺）之有機衍生物包括下列各項：
（1）苯肼。
（2）甲苯肼。
（3）甲基苯肼。
（4）溴代苯肼。
（5）芐苯肼。
（6）

肼。

（7）苯胲。
（8）亞硝基苯胲。
（9）二甲基乙二醛二肟。
（10）苯葡萄糖苯脒。
（11）苯乙醛肟。
（12）乙醛苯腙。
（13）乙醛肟。
（14）乙醛苯肟。
（15）丙酮肟。
（16）苯甲醛縮胺脲。
（17）苯甲醛肟。
（18）亞入基丙酮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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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羥肟酸。
（20）二苯基二胺脲。
（21）胺基脲。
（22）苯基胺脲。
（23）季肼鹽及鹼。
（24）碳酸醯肼。
（25）肼類(Hydrazidines)。

29.29-其他氮官能基化合物。
2929.10-異氰酸鹽或酯
2929.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異氰酸鹽
此類化學品包括含一個及多個異氰酸鹽官能基者。具有二個或更多個官能基的異氰酸鹽廣泛用於聚
胺基甲酸乙酯的製造，諸如二異氰酸二苯甲烷（MDI）、二異氰酸己烷（HDI）、二異氰酸甲苯（TDI）
及二異氰酸甲苯二聚合物。
本節不包括聚（異氰酸苯甲烷）（粗製 MDI 或聚合的 MDI）（第 39.09 節）。
（2）異氰化物（ 類）
（3）羧酸疊氮化物。
（4）無機酸（碳酸除外）之有機取代醯胺之衍生物及無機酸之有機取代亞胺衍生物。
（5）環己胺基磺酸鈣。
（6）八甲基焦磷酸醯胺(OMPA)。
（7）N-亞硝基二甲胺。
（8）三硝基苯甲硝胺（N-甲基-N,2,4,6-四硝基苯胺,tetryl）等。用作炸藥。
（9）硝基胍。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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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分章
有機―無機化合物、雜環化合物、核酸及其鹽類、及磺醯胺類

總

則

歸入第 29.30 及 29.31 節之有機-無機化合物為有機化合物。其分子中除含氫、氧或氮等原子外，尚有直接連
結於碳上之金屬或非金屬原子（如硫、砷、鉛、鐵等）。
第 29.30 節（有機-硫化合物）及第 29.31 節（其他有機-無機化合物）不包括磺化或鹵化衍生物（複合衍生物
在內）。因該衍生物除氫、氧及氮外，僅有磺或鹵化之原子直接連結於碳上而構成磺化或鹵化衍生物（含複合衍
生物）之特質。
第 29.32 至 29.34 節包括雜環化合物。
所謂「雜環」，即有機化合物中含有一個或多個環，而環中除碳原子外尚有其他元素如氧、氮或硫者。因此
而衍生下列雜環化合物：

（A）五員環
（1）含有一個雜原子者：
（a）含氧原子者：呋喃團（第 29.32 節）
（b）含硫原子者：噻吩團（第 29.34 節）
（c）含氮原子者：吡咯團（第 29.33 節）
（2）含有二個雜原子者：
（a）一個氧、一個氮：噁唑及異噁唑團（第 29.34 節）
（b）一個硫、一個氮：噻唑團（第 29.34 節）
（c）二個氮：咪唑及吡唑團（第 29.33 節）
（3）含三個或更多雜原子者：
（a）一個氧、二個氮：一氧二氮二烯伍圜團（第 29.34 節）
（b）三個氮：三氮二烯伍圜團（第 29.33 節）
（c）四個氮：四氮二烯伍圜團（第 29.33 節）

（B）六員環
（1）含一個雜原子者：
（a）含氧原子者：派喃團（第 29.32 節）
（b）含硫原子者：硫派喃團（第 29.34 節）
（c）含氮原子者：吡啶團（第 29.33 節）
（2）含二個雜原子者：
（a）一個氧、一個氮：噁嗪團（第 29.34 節）
（b）一個硫、一個氮：噻嗪團（第 29.34 節）
（c）二個氮：噠嗪、嘧啶、吡嗪及哌嗪團（第 29.33 節）

（C）其他更複雜之雜環化合物
此係由五員或六員雜環化合物與其他碳環或雜環縮合而成之化合物；其例包括下列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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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苯駢呋喃（第 29.32 節）。
（b）苯駢

喃（第 29.32 節）。

（c）二苯駢

喃（第 29.32 節）。

（d）吲哚（第 29.33 節）。
（e）喹啉及異喹啉（第 29.33 節）。
（f）二苯駢吡啶（第 29.33 節）。
（g）苯駢噻吩（第 29.34 節）。
（h）吲唑（第 29.33 節）。
（ij）苯駢咪唑（第 29.33 節）。
（k）吩嗪（第 29.33 節）。
（l）吩噁嗪（第 29.34 節）。
（m）苯駢

唑（第 29.34 節）。

（n）咔唑（第 29.33 節）。
（o）喹

啉（第 29.33 節）。

（p）苯駢噻唑（第 29.34 節）。
至於 29.32 至 29.34 節帶有一個以上雜環的化合物，如果僅有一個雜環被特別地列名於 29.32 至 29.34 節內之
目時，則這個化合物就歸列到這個目下。但如果有兩個或以上之雜環被特別地列名於目層次時，則這個化合物應
歸列到其最後的目。
*
**

29.30-有機硫化合物。
2930.20-硫代胺甲酸鹽酯及二硫代胺甲酸鹽（酯）
2930.30-單、二或四硫化雙甲硫羰醯胺
2930.40-蛋胺酸（甲硫丁胺酸）
2930.60-2-(N，N-二乙基胺基)乙硫醇
2930.70-雙（2-羥基乙基）硫醚（硫二甘醇(INN)）
2930.80-得滅克(ISO)、四氯丹(ISO)及達馬松(ISO)
2930.90-其他
本節包括分子中之硫原子直接連結於碳原子上之有機硫化物（參見本章章註六）。亦包括分子中除硫原子外，
尚有直接連結於碳原子上的其他非金屬或金屬原子的化合物。

（A）二硫代碳酸鹽或酯（黃酸鹽或酯）
黃酸酯或鹽為二硫代碳酸之二酯或單元酯之鹽，其通式相等於(ROC(S)SR1)，R 為有機基，而 R'為金屬（鈉、
鉀等）或有機基。
（1）黃酸乙酯鈉鹽。不定性物；用於製造合成靛青及用作礦砂之浮選劑。
（2）黃酸乙酯鉀鹽。油狀，淡黃色晶體；用作鉛及鋅礦之浮選劑，殺寄生蟲及抗隱花植物劑。
（3）黃酸之甲、丁、戊及苯酯鹽。

（B）硫代胺基甲酸鹽酯；二硫代胺基甲酸鹽及二硫代雙甲硫羰醯胺
（1）硫代胺基甲酸鹽類，包括硫代胺基甲酸（NH2CO.SH 或 NH2.CS.OH）（其不以游離狀存）的鹽類及酯類，無
論 NH2 基上的氫原子是否以烷基或芳香基取代。
（2）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二硫代胺基甲酸的鹽類及酯類，無論 NH2 基上的氫原子是否以烷基或芳香基取代。
經取代的二硫代胺基甲酸之金屬鹽類（例如，二丁基硫代胺基甲酸鋅），在橡膠工業上被用硫化促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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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單硫化、二硫化或四硫化雙甲硫羰醯胺，為烷基取代衍生物（如四乙基二硫代雙甲硫羰醯胺），用作硫化
促進劑。

（C）硫化物（或硫醚）
此種硫化物，可視之為醚類其中之氧原子為硫原子所取代：
1

1

(Ｒ. Ｏ. Ｒ )…………(Ｒ. Ｓ. Ｒ )
醚

硫化物

（1）蛋胺酸。白色片狀物或粉末。為一種胺基酸。人體營養物中之精要部份，體內無法合成。
（2）二甲基硫化物、二苯基硫化物。無色液體，帶有極令人不愉快之氣味。
（3）雙（2-羥基乙基）硫醚或硫二甘醇(INN)，用作紡織印染之溶劑。
（4）硫代雙苯胺或 4,4'─二胺基代二苯基硫化物。

（D）硫代醯胺
（1）硫代尿素(NH2. CS. NH2)為硫代碳酸之二醯胺，為硫取代之尿素類似物。有光澤，白色晶體。用於照像，用作
染料之助劑及用於製藥暨染料工業供配製中間化合物之用。
（2）二苯硫脲。無色結晶片，或不定形白色粉末。用於製造染料工業中間化合物（硫染料、靛青）及合成醫藥
製劑。亦用作橡膠硫化之促進劑及礦物之浮選劑。
（3）二鄰甲苯硫代脲。白色粉末，不溶於水，橡膠硫化時用作促進劑。

（E）硫醇類(Mercaptans)
此類化合物，相當於醇或酚其中之氧原子已為硫原子所取代。
(Ｒ. ＯＨ)…………(Ｒ. ＳＨ)
醇或酚

硫醇

（1）硫醇 ( Thioalcohols ) 。如同醇，分為一級、二級、或三級硫醇，即分別含有 ( -CH2. SH ) ， ( >CH.SH )或(C.SH)
根者。
一般為無色或淡黃色液體，帶有令人不愉快之氣味。
（a）甲基硫醇（硫代甲烷）。
（b）乙基硫醇。
（c）丁基硫醇。
（d）戊基硫醇。
（2）硫酚類
（a）硫酚(C6H5. SH)
（b）鄰硫酸基苯甲酸，亦稱硫代柳酸。

（F）硫醛類
通式為(R. CS. H)。

（G）硫酮類
1

通式為(R. CS. R )。

（H）硫代氧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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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式為(R. CO. SH 或 R. CS. OH 及 R. CS. SH)。
例如二硫代柳酸〔C6H4.(OH).CS. SH〕，但此一名稱常用之於二（鄰─羧基代苯基）二硫化物。

（IJ）亞磺酸、亞碸及碸
1

1

通式分別為(R. SO2. H)，(R. SO. R )及(R. SO2. R )。
例如二乙眠碸（sulphonal），為無色結晶體，用於醫藥。

（K）異硫氰化物
通式為(RN＝CS)。
此項氰化物可認為異硫氰酸之「酯」。包括異硫氰酸乙酯；異硫氰酸苯酯；異硫氰酸丙烯酯（或人造芥子油）。

29.31-其他之有機-無機化合物。
2931.10-四甲基鉛及四乙基鉛
2931.20-三丁基錫化合物
-其他有機磷衍生物:
2931.31--甲膦酸二甲酯
2931.32--丙膦酸二甲酯
2931.33--乙膦酸二乙酯
2931.34--3-(三羥基矽基)丙基甲膦酸酯鈉鹽
2931.35--2，4，6-三丙基-1，3，5，2，4，6-三氧三磷雜環己烷 2，4，6-三氧化物
2931.36--甲膦酸甲基(5-乙基-2-甲基-2-氧代-1，3，2-二氧磷雜環己-5-基)甲酯
2931.37--甲膦酸雙[(5-乙基-2-甲基-2-氧代-1，3，2-二氧磷雜環己-5-基)甲基]酯
2931.38--甲膦酸及甲脒基脲(1:1)鹽
2931.39--其他
2931.90-其他
（1）四甲基鉛〔Pb(CH3)4〕及四乙基鉛〔Pb(C2H5)4〕。揮發性液體，純的狀態時為無色，工業產品為黃色；有毒，
為極有效之引擎抗震劑。
（2）三丁基錫化合物。
（3）有機磷化物。
這些是含有至少一個磷原子直接連結碳原子的有機化合物。
本群包括：
（a）甲膦酸二甲酯、丙膦酸二甲酯及乙膦酸二乙酯。
（b）3-(三羥基矽基)丙基甲膦酸酯鈉鹽。
（c）2，4，6-三丙基-1，3，5，2，4，6-三氧三磷雜環己烷 2，4，6-三氧化物。
（d）甲膦酸及甲脒基脲(1:1)鹽。
（e）甲氟膦酸鄰-異丙酯(沙林)
（f）甲氟膦酸鄰-品吶可啉酯(索曼)。
（4）有機矽化物。這些符合化學定義的化合物所含之矽原子直接與至少一個有機基的碳原子連結。此類化合物
包括有機矽烷類及矽氧烷類。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產品被聚合製造矽樹脂。矽烷包括氯化矽烷(例如：二甲
基二氯矽烷)、烷氧基矽烷(例如：甲基三甲氧基矽烷)、烷基或芳香基矽烷(例如：二苯基矽烷二醇、四甲基
矽烷)及其他多官能基(胺基、腈基、環氧乙烷基、亏基、乙酸基等)矽烷。矽氧烷包括六甲基二矽氧烷、八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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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三矽氧烷、八甲基環四矽氧烷、十甲基環五矽氧烷和十二甲基環六矽氧烷。本節亦包括六甲基二矽氮烷及
有機二矽烷。
本節不包括無機矽化合物，通常歸入第 28 章（例如：第 28.12 節的四氯化矽((SiCl4)或第 28.53 節之三氯矽
酮(SiHCl3))。矽酸酯類及其鹽類歸入第 29.20 節。符合化學上定義的個別有機矽化合物之人為混合物歸入本
分類的其他稅號，通常歸入第 38.24 節。本節更排除不符合化學上定義之產品，這些產品的分子中含有一個
以上矽─氧─矽鏈，其中所含之有機群是直接由矽─碳鏈連接於矽原子上。即是第 39.10 節的聚矽氧烷。
（5）羰基鐵、羰基鎳等。
（6）有機砷化物。
（a）甲砷酸〔CH3. AsO(OH)2〕及其鹽類。薄片狀結晶，其鹽類亦為晶體。例如甲基砷酸鈉（無色，用於醫
藥）。
（b）二甲次砷酸及其鹽：含有二甲砷基〔-As(CH3)2〕的基團，用於醫藥。
二甲次砷酸為無味、無色結晶體，其主要鹽類為二甲次砷酸納，為白色結晶粉末。
（c）對位胺基苯砷酸〔NH2. C6H4. AsO(OH)2〕及其鹽類。耀眼白色針狀結晶體。其主要之鹽類為對位胺基苯
砷酸鈉，無味，白色結晶粉末；用於醫藥，尤其應用在治療昏睡症。
（d）胺羥苯砷酸，及其甲醯與乙醯衍生物以及其鹽類。
（e）偶砷苯(C6H5.As=As.C6H5)及衍生物，該化合物與偶氮化合物類似，但含有偶砷根（─As=As─）以替代
偶氮根（─N=N─）。
（7）鄰亞碘醯基苯甲酸。
（8）烷基金屬、富勒烯金屬(metal fullerenes)及茂金屬(metallocenes)。
本節不包括分子中之硫原子直接連結於碳原子上之有機硫化物（參見本章章註六）。亦不包括分子中除硫原
子直接連結碳原子外，尚有非金屬或金屬直接與碳原子連結的化合物（例如，fonofos(ISO)）（第 29.30 節）。
本節也排除也許包含一個或更多汞原子的有機汞化合物，特別是它(-Hg.X)團中的 X 是無機或有機酸殘根(第
28.52 節) 。

29.32-僅具有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呋喃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2.11--四氫呋喃
2932.12--2-呋喃醛（呋喃甲醛）
2932.13--呋喃甲醇及四氫呋喃甲醇
2932.14--蔗糖素
2932.19--其他
2932.20-內酯
-其他
2932.91--異黃樟油素
2932.92--1─（1,3─苯並二噁茂─5─基）丙─2─酮
2932.93--胡椒醛（3,4─亞甲基二氧基苯甲醛）
2932.94--黃樟油素
2932.95--四氫大麻酚（包括 Tetrahydrocannabinol 異構物及其立体化學變體）
2932.99--其他
歸入本節之雜環化合物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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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結構中中含未稠和呋喃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此部份所包括者如下：
（1）四氫呋喃。無色液體。
（2）2─呋喃醛（呋喃甲醛）。由穀類的麩與硫酸蒸餾而得，無色液體，具有特殊芳香味；曝露空氣中變黃
色再變棕色。用於純化礦油，製造合成樹脂，用作硝化纖維及凡立水之溶劑、殺蟲劑等。
（3）呋喃甲醇。在黑暗中為無色液體，曝露於空氣中顏色會變深。與濃無機酸劇烈反應。用作硝化纖維之
溶劑及用於凡立水與防水保護層之製造。
（4）四氫呋喃甲醇，無色液體。
（5）蔗糖素(1,6-二氯-1,6-二去氧-β-D-呋喃果糖基-4-氯-4-去氧-α-D-吡喃半乳糖苷)。無味，白色至近乎白色結
晶粉末。人工甜味劑，主要用於醫藥及食品，特別是對於糖尿病患者的治療和飲食。
（6）呋喃。
（B）內酯(lactones)。
這些化合物可考慮成具有醇或酚官能基之羧酸脫水而成之內酯。此類分子在其環內含有一個或以上酯
官能基。依據所呈現酯官能基之數目，其被稱為一、二、三內酯。但多元醇與多元酸構成之環酯則排除在
外（見本章章註 7）。
內酯是頗安定之化合物，但在鹼性條件下，具有容易開環之特性。
此部份所包括者如下：
（a）薰草素（1,2-苯駢吡苷咯），為鄰薰草酸之內酯，白色結晶薄片，用於香料工業、醫藥及用作牛油、蓖
蔴油、藥品等之調味。且可抑制植物發芽。
（b）甲基薰草素。與薰草素外形類似，亦用於香料。
（c）乙基薰草素。
（d）丁香素（二薰草素）。結晶體，用於外科手術作為抗凝血劑。
（e）7─羥基薰草素（繖形花內酯）。白色晶體，能吸收紫外線，故用作皮膚抗曬劑及冷霜。

（f）二羥基薰草素（馬栗樹皮素及瑞香素）。結晶體，溶於熱水。
二羥基薰草之苷（馬栗樹皮苷及瑞香苷）。列於第 29.38 節。
（g）壬內酯。淡黃或無色液體；用於香料工業。
（h）十一內酯。與壬內酯形狀及用途均相同。
（ij）丁內酯（羥基丁酸內酯）。無色液體，有令人愉快之氣味；易與水混合。合成樹脂之中間產物及溶劑，
用於油漆去污劑之製造及石油工業。
（k）丙醯內酯。液體，可溶於水，用作消毒劑、殺菌劑等。
（l）己四醇醛酸內酯。白色粉末，甚溶於水；用於醫藥及生長素。
（m）葡萄糖酸內酯（D-葡萄糖酸-δ-內酯）。可溶性結晶體，用於食品中作為酸化劑。
（n）泛酸普生酸內酯，可溶性結晶體；用於精鍊泛酸。
（o）山道寧，為山道寧酸之內酯，萃取自山道寧卡，而該山道寧卡則為歐洲產茵陳之乾花苞的頭部。無味
無色結晶體；係頗為有效之驅蟲劑。
（p）酚酞。由鄰苯二甲酸酐與苯酚縮合而得。白色或淡黃白色，無味結晶粉末，溶於乙醇。與鹼反應得櫻
桃紅色，但其溶液如經酸化則失色。用為化學試劑及輕瀉劑。
本組包括碘酚酞，黃色粉末，亦用作輕瀉劑。
然而，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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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四鹵化酞之鈉衍生物（第 29.18 節）。
（ii）螢光素（間苯二酚酞）（第 32.04 節）。
（q）麝香草油酚酞。白色晶體，應用在分析化學上作為試劑及用於醫藥。
（r）異抗壞血酸（維他命Ｃ酸）。粒狀結晶體。
但應注意，維他命Ｃ不列入本節（第 29.36 節）。
（s）脫水醋酸。無色結晶體，不溶於水。
（t）琥珀膠(Amberttolide)。無色液體，有麝香味，用於香水。
（u）二烯酮。不具吸潮性的無色液體。
（v）3,6─二甲基─1,4─二噁烷─2,5─二酮。
（C）其他僅具有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此部份所包括者如下：
（1）苯駢呋喃（甲駢呋喃）。存在於以煤焦油蒸餾而得之輕油中。無色液體；用於製造人造可塑材料（甲
駢呋喃樹脂）等。
（2）1,3-二氧伍圜。
（3）1,4-二氧陸圜（二氧化二次乙基），用作溶劑。
（4）1,3-二氧陸圜。
（5）黃樟油素。得自於黃樟油。無色液體，會變黃；用於香水中及做為亞甲基二氧基安非他命與亞甲基二
氧基甲基安非他命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尾之前驅物清單）。
（6）異黃樟油素，得自於黃樟油素；用於香水中及做為亞甲基二氧基安非他命與亞甲基二氧基甲基安非他
命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尾之前驅物清單）。
（7）四氫大麻酚
（8）胡椒醛（亦稱洋茉莉香醛）(CH2O2.C6H3.CHO)。白色晶體或晶片，帶天芥菜花之香味；用於香水及香味
酒中及做為亞甲基二氧基安非他命與亞甲基二氧基甲基安非他命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尾之前驅物清
單）。
（9）胡椒酸。
（10）1-(1,3)-苯並二噁茂-5-基)-2-丙酮(3,4-亞甲基二氧基苯基丙酮)為白色至稍帶黃色之結晶，用做生產亞甲
基二氧基安非他命與亞甲基二氧基甲基安非他命之前驅物（見第二十九章末尾之前驅物清單）。
氫汞二溴螢光紅被歸入第 28.52 節。
*
**
本節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係視為麻醉藥物或精神性藥物，列在第二十九章之末。
本節不包括：
（a）過氧化酮類（第 29.09 節）。
（b）具三員環之過氧化物（第 29.10 節）。
（c）醛之環狀聚合物（第 29.12 節）或硫醛之環狀聚合物（第 29.30 節）。
（d）多元羧酸之酐及多元醇或酚與多元酸形成之環酯（第 29.17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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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2932.20 目
在同一環中除內酯基的氧原子外，尚含額外雜原子之內酯（例如二內酯），則不應歸入內酯之目。在此情況，
在決定分類時，此額外之雜原子應被列入考量。因此，例如脫氫甲烯檸檬酸應歸入第 2932.99 目，而非第 2932.20
目。
假如酯官能基構成二個或以上之環的部分，且其中的一個環不含額外雜原子（內酯基的氧原子除外），此類
分子應視為內酯。
歸入第 2932.20 目之內酯類須有不同內酯基，而其內酯基的每一末端至少以一個碳原子作間隔。但本目不包
括產品其內酯基雖以碳原子作間隔但又與另一內酯基相鄰而形成具有氧基（＞C=0）、亞胺基（＞C=NH）或硫基
（＞C=S）者。

29.33-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吡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3.11--啡那宗（安替比林）及其衍生物
2933.19--其他
-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咪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3.21--乙內醯脲及其衍生物
2933.29--其他
-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吡啶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3.31--吡啶及其鹽類
2933.32--六氫吡啶及其鹽類
2933.33--阿華吩坦尼（INN）、安尼勒立汀（INN）、培集屈密特（INN）、溴西泮（INN）、
狄芬諾新（INN）
、狄芬諾西萊（INN）
、狄匹潘濃（INN）
、吩坦尼（INN）
、酚派
丙酮（INN）
、派醋甲酯（INN）
、潘他唑新（INN）
、配西汀（INN）
、配西汀（INN）
中間體 A、苯環利定（INN）（PCP）、吩諾配立汀（INN）
、派苯甲醇（INN）、匹
立屈密特（INN）、普魯匹蘭（INN）及屈美配立汀（INN）；其鹽類
2933.39--其他
-結構式中含有喹啉或異喹啉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2933.41--左旋嗎汎（INN）及其鹽類。
2933.49--其他
-結構中含有一嘧啶環（不論是否氫化）或六氫吡 環之化合物：
2933.52--丙二醯縮脲（巴比妥酸）及其鹽類
2933.53--二丙烯基巴比妥（INN）
、異戊巴比妥（INN）
、巴比妥（INN）
、布他比妥（INN）、
丁巴比妥、環巴比妥（INN）、甲基苯巴比妥（INN）、戊巴比妥（INN）、苯巴比
妥（INN）
、仲丁比妥（丁巴比妥）（INN）
、西可巴比妥（INN）及乙烯比妥（INN）
；
其鹽類
2933.54--其他丙二醯縮尿（巴比妥酸）之衍生物；其鹽類
2933.55--氯普唑他（INN）、甲氯奎酮（INN）、甲奎酮（INN）及洁比普洛（INN）；其鹽
類
2933.5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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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三氮 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3.61--三聚氰胺
2933.69--其他
-內醯胺：
2933.71--6─己內醯胺（ε─己內醯胺）
2933.72--氯巴占（INN）及甲乙派啶酮（INN）
2933.79--其他內醯胺
-其他：
2933.91--阿普唑他（三氮二氮平）（INN）、卡嗎西泮（卡氮平）（INN）、氯氮 （氯二氮
平）（INN）
、氯硝西泮（氯硝氮平）（INN）
、氯拉 酸（氯氧平酸鹽）（INN）、
地洛西泮（地洛氮平）（INN）
、安定（二氮平）（INN）
、舒樂安定（伊疊唑侖）
（INN）、氯氟 己酯（氟氮平酸酯）（INN）、氟地西泮（氟二氮平）（INN）、
氟硝西泮（INN）、氟安定（氟路洛）（INN）、哈拉西泮（三氟氮平）（INN）、
勞拉西泮（樂耐平）（INN）、氯甲西泮（甲基樂耐平）（INN）、嗎吲哚（咪唑
吲哚）
（INN）
、美達西泮（美達氮平）（INN）
、咪達唑他（咪氟唑侖）（INN）、
硝甲西泮（硝甲氮平）（INN）、硝西洋（耐妥眠）（INN）、去甲西泮（去甲氮
平）（INN）
、去甲羥安定（去甲羥氮平）(INN)、匹那西泮（丙炔氮平）（INN）、
普拉西泮（環丙氮平）（INN）、焦二異丁基酮（焦洛戊酮）（INN）、替馬西泮
（甲羥氮平）（INN）
、四氫西泮（四氫二氮平）(INN)及三唑他（三唑侖）(INN)；
其鹽類
2933.92--谷速松(ISO)
2933.99--其他
本節包含下列雜環化合物：
（A）結構中含未稠合吡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此部份所包含者如下：
（1）啡那宗（二甲基苯基吡唑哢，安替比林）。結晶粉末或薄片，無色、無味。醫藥上用作退熱劑及抗神
經炎劑。
（2）胺基非那宗（4─二甲基胺基─2,3─二甲基─1─苯基吡唑哢）（胺基比林，二甲基胺替比林）及其鹽。
無色，葉狀結晶體。為較安替比林更強的退熱劑與抗痛風劑。
（3）1─苯基─3─吡唑啉啶酮。
（B）結構中含未稠合咪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此部份所包含者如下：
（1）乙內醯脲及其取代衍生物（如硝基乙內醯脲、甲基乙內醯脲及苯基乙內醯脲）得自於羥基乙酸與尿素
之凝縮作用。
（2）咧唏啶。易潮解白色晶體；在醫藥中用作尿酸之溶劑。
（C）結構中含未稠合吡啶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此部份包括如下：
（1）吡啶。存在於煤焦油、骨油等中。無色或淺黃色液體，帶有強烈而令人討厭之氣味。用於已有機合成、
橡膠工業、織物之染印，用於乙醇作為變性劑；醫藥等。
列入本節之吡啶，其純度以重量計算應達 95％或以上者。較低純度之吡啶除外（第 27.07 節）。
（2）吡啶衍生物包括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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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基吡啶，5─乙基─2─甲基吡啶（5─乙基─2─甲基吡啶）及 2─乙烯基吡啶。
列入未節之各衍生物，其純度以重量計算應達 90％或以上者（至於甲基吡啶之各種異構物應一併
計算）。較低純度衍生物除外（第 27.07 節）。
（b）吡啶─羧酸。
包括吡啶─γ─羧酸（異菸鹼酸）。無色晶體，由γ─甲基吡啶氧化或由合成而得。其醯胼用於
肺結核之治療。
然而，吡啶─β─羧酸，通稱為菸鹼酸者除外（第 29.36 節）。
（c）吡啶─β─羧酸之二乙基醯胺。油狀液體，幾乎無色；用為刺激循環及呼吸器官之藥品。
（d）內消旋─六菸鹼酸─環己六酯。
（3）六氫吡啶衍生物包括：
（a）1─甲基─4─苯基六氫吡啶羧酸。
（b）1─甲基─3─苯基六氫吡啶─3─羧酸乙酯。
（c）1─甲基─4─苯基六氫吡啶─4─羧酸乙酯（配西汀）。
（d）倍咪咯酮(INN)（1─〔4─（間羥基苯）─1─甲基─4─六氫吡啶〕丙─1─酮）。
（D）含喹啉或異喹啉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喹啉或異喹啉及其衍生物。由苯環與嘧啶環縮合而得之二環系統。存在於煤焦油中，但亦可由合成製
得。無色液體，具高度折射性，有特別令人討厭及刺激氣味，用於有機合成（如染料、醫藥製劑）。
其衍生物包括下列各項：
（1）甲基喹啉。
（2）異丁基喹啉。
（3）異丙基喹啉。
（4）四氫甲基喹啉。
（5）3─,4－,5－,6－,7－及 8─羥基喹啉及其鹽類。由喹啉分子之任裂環中引進一個羥基衍生而成。
本族包括 8─羥基喹啉之金屬錯化合物。
（6）苯喹啉羧酸（苯基代辛可寧酸）。無色針狀或黃白色粉末；為抗痛風及抗風濕之治療劑。
（7）噢嗒維啉(INN)〔6,7─二甲氧基─1─(3,4,5─三乙氧苯基)異喹啉〕。
（8）N-甲基嗎啡烷。
（9）3-羥基-N-甲基嗎啡烷。
（E）結構中含嘧啶環（不論是否氫化）或六氫吡井環之化合物。
此部份包括下列各項：
（1）丙二醯縮脲（巴比妥酸）及其衍生物。巴比妥衍生物，為嘧啶之重要衍生物可生成水溶性鈉鹽。烷基
取代之巴比妥衍生物及其鹽類醫藥上用作安眠藥及其鎮靜劑。典型之化合物包括巴比妥(INN)（二乙基
丙二醯脲），非諾巴比妥(INN)（乙基苯基丙二醯脲），阿莫巴比妥(INN)（乙基異戊基丙二醯脲），西
果巴比妥(INN)（烯丙基─1─甲基丁基丙二醯脲）及環狀巴比妥(INN)（5─環己─1─烯基─5─乙基巴
比妥酸）。
（2）硫平代醛化鈉〔5─乙基─5─（1─甲基丁基）─2─硫代巴比妥酸鈉鹽〕，環狀硫代醯脲。黃白色水
溶性易濕解粉末，帶令人不愉快之氣味。在醫藥中用作麻醉藥。
（3）六氫吡

（二乙烯基二胺）。白色塊狀結晶體，具吸濕性，有獨特氣味。醫藥上用作痛風治療劑。

（4）2,5─二甲基六氫吡
（F）結構中含未稠合三

。無色油狀液體或漿狀，用作尿酸之溶劑。

（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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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聚氰胺（三胺基三

）。白色閃亮結晶體，用於塑膠之製造。

（2）三亞甲基三硝基胺。爆炸物，晶體狀白色粉末，對震動敏感。
（3）氰尿酸（烯醇式及酮式）。
（4）優洛托品(INN)
酸之溶濟（尿液的防腐劑），可供製造合成樹脂，為橡膠硬化之促進劑，也當作抗醱酵劑等。
本節不包括醫藥用優洛托品(INN)之藥錠及藥片（第 30.04 節），也不包括作燃料用各種形式（如，
圓形錠，長條狀或類似形狀）之優洛托品(INN)（第 36.06 節）。
（G）內醯胺類。
此類化合物被視為與內酯類似之內醯胺；由胺基酸脫水而得。此類分子在一環中含有一個或多個醯胺
官能基。依據所呈現之醯胺官能基數目，其被稱為一、二、三內醯胺等。
本節亦包括內醯亞胺，即內醯胺之烯醇互變異構物（內醯胺為酮基異構物）。
此部份包括下列各項：
（1）6─己內醯胺（ε─已內醯胺）。白色晶體；溶於水；有辛辣煙。用於製造塑膠及人造纖維。吲哚
（2）靛紅（胺基苯酮酸之內醯胺）。燦爛黃棕色結晶體；內於製造染料及藥品。
（3）2─羥基喹啉（奎啉酚[2]），鄰胺基桂皮酸之內醯胺。
（4）3,3-二（對乙醯氧基苯基）氧化吲哚（二乙醯二羥二苯吲哚 (I)）。白色結晶粉末，不溶於水，用作輕
瀉劑。
（5）1─乙烯基─2─吡咯啶酮。淡黃色結晶粉末，帶有令人愉快之氣味，用於製造聚乙烯吡咯啶酮（列入
第三十九章）及藥品。
（6）Primidone〔5─乙基─5─苯基全氫化嘧啶─4,6─二酮〕。白色結晶，可溶於水。
（7）1,5,9─三氮環十二烷─2,6,10─三酮。
本節不包括甜菜鹼（三甲基乙胺酸，三甲基糖膠），即分子內四級銨鹽（第 29.23 節）。
（H）其他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此部份包括下列各項：
（1）咔唑及其衍生物，由二個苯環與吡咯核熔解衍生。存在於煤焦油之重分餾油中，亦可由合成製得。閃
亮薄片狀結晶體，用於染料及塑膠之製造。
（2）吖啶及其衍生物。吖啶由二個苯環與一個吡啶環縮合而得。少量存在於煤焦油中，但亦可由合成製造。
用於製造染料及若干醫藥製劑。
本節包括下列吖啶衍生物（構成染料者除外）：
（a）勝吖啶黃（3,6─二胺基─啶磺酸），淡紅棕色晶狀粉末。
（b）2,5─二胺基─7─乙氧基吖啶乳酸鹽，黃色粉末。
上列衍生物均具消毒及殺菌作用。
（3）吲哚，存在於煤焦油中，但一般係由合成獲得。小葉狀結晶；無色或極淡之黃色，曝露於空氣或光則
變紅，不純者有強烈之糞臭，但純者有強烈之花香。用於製造合成香料及藥品。
（4）β─甲基吲哚（糞臭素）。無色晶狀薄片；不純者有糞臭。
（5）硫醇基代苯駢咪唑。
（6）苯二甲醯肼（苯二甲酸之醯肼）。
（7）次乙亞胺及其氮上取代衍生物。
（8）樸啉（樸吩之衍生物）。
無論如何，紫菜鹼（一種生物鹼）被分類在第 29.39 節。

－375 －

Ch.29
（9）谷速松(ISO)(O,O-二甲基 S-[（4-氧基-1,2,3-苯并三嗪-3(4H)-基)甲基）]二硫磷酸) (C10H12N3O3PS2)。
*
**
本節之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係視為麻醉藥物或精神性藥物，列在第 29 章之未。
本節不包括多元酸之亞醯胺。
。
。。

目註解：
第 2933.11、2933.21、2933.52 目
啡那宗（第 2933.11 目）、乙內醯脲（第 2933.21 目）及巴比妥酸（第 2933.52 目）是具有雜環結構特徵的產
品。此類產品之衍生物分別歸入其尚保有原化合物基本結構之目。因此，與原化合物比較時，這些衍生物通常：
（a）具有未改變的官能基（例如，氧化基）；
（b）保留雙鍵的數量及位置；
（c）保留取代基（例如，啡那宗的苯基及兩個甲基）；及
（d）僅具有較多的氫原子取代基（例如，在巴比妥酸的嘧啶環中之一個氫原子被烷基所取代）。
然而，由原化合物的烯醇式所得之鹽類，被視為酮式之衍生物。

第 2933.79 目
在同一環中除內醯胺基的氮原子外，尚含額外雜原子之內醯胺（例如二內醯胺），不應歸入內醯胺之目中，
在此情況，在決定分類時，此額外之雜原子應被列入考量。因此，例如去甲羥安定(oxazepam)(INN)應歸入第 2933.91
目，而非第 2933.79 目。
假如醯胺官能基構成二個或以上之環的部分，且其中一個環不含額外雜原子（內醯胺基的氮原子除外），此
類分子應視為內醯胺。
歸入第 2933.79 目之內醯胺類，須有不同內醯胺基，其內醯胺基的每一末端至少以一個碳原子作間隔。但本
目不括產品其內醯胺基雖以─碳原子作間隔，但又與另一內醯胺相鄰而形成具有氧基（＞C=0）
、亞胺基（＞C=NH）
或硫基（＞C=S）者。因此，例如：巴比妥酸則不歸入第 2933.79 目（第 2933.52 目）。

29.34-核酸及其鹽類，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其他雜環化合物。
2934.10-結構中含有一未稠合噻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2934.20-結構式中含苯駢噻唑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2934.30-結構式中含二苯噻唑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其他：
2934.91--阿米雷斯（INN）
、伯替唑他（INN）
、氯噻西泮（氯噻氮平）（INN）
、氯噁唑他（氯
唑侖）（INN）、右旋嗎拉密特（INN）、鹵噁唑他（鹵 唑侖）（INN）、凱他唑
他（酮 唑侖）（INN）
、美舒卡（INN）
、噁唑他（効甲唑侖）（INN）
、匹嗎啉（苯
唑啉）（INN）
、苯雙甲嗎啉（二苯甲嗎啉）（INN）
、苯甲嗎啉（INN）及蘇芬坦
尼（INN）；其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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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4.99--其他
本節包括核酸及其鹽類。這些複雜之化合物與蛋白質連合則成核蛋白，存在於動植物細胞核中。它們係由磷
酸與糖及嘧啶或嘌呤化合物所結合者。一般為白色粉末，可溶於水。
此種酸或通常他們的鹽類（例如：核酸的鈉、銅鹽），常用作補劑、神經系統之刺激劑及尿酸溶劑。
本節含下列諸雜環化合物：
（A）結構中含未稠合噻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噻唑〞包括 1,3─噻唑及 1,2─噻唑（異噻唑）。
（B）含苯駢噻唑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苯駢噻唑〞包括 1,3─苯駢噻唑及 1,2─苯駢噻唑（苯駢異噻唑）。
此部份包括下列各項：
（1）硫醇基苯駢噻唑。白或黃色粉末。用為橡膠工業之促進劑。
（2）二硫化二苯駢噻唑。用為橡膠工業之促進劑。
（3）依卜莎皮隆(Ipsapirone)(INN)（2─〔4─（4─嘧啶─2─基─哌嗪─1─基）丁基〕─1,2─苯駢噻唑─3
（2H）─酮 1,1─二氧化物）。當做抗焦慮劑。
（4）脫氫硫代對甲苯胺(4-(6-甲基-1,3-苯駢噻唑-2-基)苯胺)。
（C）含苯駢噻嗪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經進一步稠合者。
此部分包括下列各項：
二苯駢對噻嗪（硫化二苯胺）。黃色閃亮薄片或灰綠色粉末。用於染料之製造。
（D）其他雜環化合物。
此部分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1）磺內酯類。可認為羥基磺酸之內酯。它們包括磺酞，例如：
（a）酚紅（苯酚磺酞）。用於醫藥及作為分析化學上之指示劑。
（b）麝香草酚藍（百里香磺酞）。用作化學試劑。
（c）1，3─丙基磺內酯。
（2）磺內醯胺類。為胺基磺酸之內醯胺。包括萘硫醯胺─2,4─二磺酸，即得自繞萘胺磺酸，作為製造ＳＳ
酸之用（8─胺基─1─萘酚─5,7─二磺酸或 1─胺基─8─萘酚─2,4─二磺酸。）
（3）噻吩，存在於煤焦油及褐煤焦油中。亦可合成製得，流動性無色液體，帶有如苯之氣味。
（4）富來頓(INN)〔3─(5─硝基呋喃亞甲基胺基）-2-噁唑烷酮]〕。
（5）腺苷三磷酸或腺苷焦磷酸。
（6）3─甲基─6，7─次甲二氧基─1─（3，4─次甲二氧苄基）異奎啉鹽酸鹽。
（7）3─甲基─6，7─次甲二氧基─1─（3，4─次甲二氧苯基）異喹啉。
本節排除與第 28.52 節所述相符的核酸汞鹽，及硫醛之環狀聚合物（第 29.30 節）。
*
**
本節之某些物質，依國際慣例係視為麻醉藥物或精神藥物，列在第二十九章之末。

29.35-磺醯胺類
2935.10-N-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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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5.20-N-乙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30-N-乙基-N-(2-羥乙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40-N-(2-羥乙基)-N-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50-其他全氟辛烷磺醯胺類
2935.90-其他
磺醯胺之通式為(R.SO2.NH2)，R 為變化複雜之有機基。多數用於醫藥作為強力殺菌劑。此類物品包括下列各
項：
（1）N-烷基全氟辛烷磺醯胺。例如：N-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或 N-乙基-N-(2-羥乙基)全氟辛烷磺醯胺。這些化學
品分解形成全氟辛烷磺酸(PFOS)(亦請參見第 29.04、29.22、29.23、38.08 及 38.24 節)。
（2）鄰甲苯磺醯胺。
（3）鄰磺醯胺苯甲酸。
（4）對磺醯胺苯甲胺。
（5）對胺基苯磺醯胺(NH2.C6H4.SO2.NH2)（胺苯磺胺）。
（6）對胺基苯磺基乙醯胺。
（7）威而鋼（SILDENAFIL CITRATE）
（8）磺胺吡啶(INN)或對胺基苯磺醯胺吡啶。
（9）磺胺嘧啶(INN)或對胺基苯磺醯胺嘧啶。
（10）磺胺甲基嘧啶(INN)或對胺基苯磺醯胺甲基嘧啶。
（11）硫胺硫代尿素(INN)或對胺基苯磺硫代尿素。
（12）磺胺刀唑(INN)或對胺基苯磺醯胺嘧唑。
（13）氯化磺醯胺，不論其氯原子是否直接連於氮者（例如磺醯氯胺或 N-氯磺醯胺，稱為「氯胺」者；「氯化
噻嗪」或 6─氯─7─磺醯胺苯─1,2,4─硫代疊氮─1,1─二氧化物；6─氯─3,4─二氫─7─硫醯胺苯─1,2,4
─硫代疊氮─1,1─二氧化物）。
本節不包括所有磺醯胺類其硫-氮鍵是環一部分的化合物，他們是 29.34 節的其他雜環化合物（萘迫磺內醯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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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分章
維生素原、維生素及內分泌素

總

則

本分章包括由一些化學成分相當複雜的化合物所組成之有活性的物質，是動物及活的生物體維持正常功能及
協調發育所必要的。
本類化合物主要具有生理作用；按其個別之特性可用於醫藥或工業上。
在本章所稱：「衍生物」，是指化學化合物其可自相關之節的起始化合物製得，且保有這些原化合物的主要
特性者，包括它的基本化學結構。

29.36-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維生素原及維生素（包括天然濃縮體）
、其主要用作維生素之衍
生物及前述各物之互混物，不論加入溶劑與否（＋）。
-未混合之維生素及其衍生物：
2936.21--維生素Ａ及其衍生物
2936.22--維生素Ｂ1 及其衍生物
2936.23--維生素Ｂ2 及其衍生物
2936.24--Ｄ-或ＤＬ-汎酸（維生素Ｂ3 或維生素Ｂ5）及其衍生物
2936.25--維生素Ｂ6 及其衍生物
2936.26--維生素Ｂ12 及其衍生物
2936.27--維生素Ｃ及其衍生物
2936.28--維生素Ｅ及其衍生物
2936.29--其他維生素及其衍生物
2936.90-其他，包括天然濃縮體
維生素通常為化學成分複雜之活性劑，得自體外，係維持人體及其他動物之正常功能所必需。因其不能在人
體內合成，所以得自外界都須為最後形式或接近最後維生素原的形式存在。維生素僅須微量即有效，且有視為係
外來之生物催化劑，如缺乏或不足，則新陳代謝作用即受干擾，或產生「缺乏症」。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不論天然或合成之維生素原及維生素，以及其衍生物主要作維生素用。
（b）天然維生素之濃縮物（例如維生素Ａ或維生素Ｄ）此為較強的維生素。此項濃縮體即可做維生素用（例
如可以添加在動物飼料內），或用以分離維生素。
（c）維生素、維生素原或維生素濃縮物之間互相的混合物，例如一個天然濃縮物中，它的維生素Ａ及維生
素Ｄ的比例本來不同，之後再加入一些維生素Ａ或維生素Ｄ者。
（d）上述之產品以任一溶劑稀釋（例如：油酸乙酯、丙─1,2─二醇、乙二醇、植物油）。
本節之產品可以是為了保存或運輸安定的目的而
─添加抗氧化劑。
─添加抗結塊劑（例如：碳水化合物）。
─塗覆適當的物質（例如：白明膠、蠟或脂類），不論是否具可塑性，或。
─利用適當物質吸附（例如：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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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添加物之數量或加工不得逾越為保存或運輸上所必需，且添加結果或加工不得改變主要產品之特性以及不
使該產品逾超一般性用途而適合於特殊用途。
適合第 29.36 之規定而分類為維生素原或維生素產品之清表。
下列各類產品清表並未詳盡。所列產品皆為範例。

（A）維生素原
維生素原Ｄ。
（1）未經放射線照射之麥角固醇或維生素原Ｄ2。麥角固醇存在於裸麥的麥角，釀酒酵母，洋菇及其他菌類中，
無維生素之活性。白色薄片暴露於空氣中變成黃色；不溶於水，但溶於酒精及苯。
（2）未經放射線照射之 7─去氫膽固醇或維生素原Ｄ3。存在於動物皮膚中。自羊毛脂或製造卵之副產物中抽取而
得者。小片狀物，不溶於水；但溶於有機溶劑。
（3）未經放射線照射之 22,23─二氫麥角固醇或維生素原Ｄ4。
（4）未經放射線照射之 7─去氫─β─谷固醇或維生素原Ｄ5。
（5）未經放射線照射之醋酸麥角固醇酯。
（6）未經放射線照射之醋酸 7─去氫膽固醇酯。
（7）未經放射性之醋酸 22,23─二氫麥角固醇酯。

（B）維生素Ａ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Ａ（生長維生素或抗眼疾性維生素）為維持身體之正常發育，尤其皮膚、骨骼及視網膜所必需。維生
素Ａ能協助表皮組織維持正常抗感染的能力，並為正常生殖及乳汁所必需。為酯溶性維生素，但一般不溶於水。
（1）維生素Ａ1 醇〔抗乾眼醇,視黃醇(INN)〕。
維生素Ａ1 醛〔視黃素─1,視黃醛〕。
維生素Ａ1

(INN)，視黃酸〕。

維生素Ａ1 存在於動物性產品（鹹水魚、乳製品、蛋等）中，以醇或脂肪酸酯之形式。主要由新鮮魚肝
油內提取，但亦可以合成製成。黃色固體，在常溫時可能為油狀物，冷卻後即成黃色結晶。因在空氣中不
安定，故常加入抗氧化劑以增加其安定性。
（2）維生素Ａ2 醇（3─脫氫抗乾眼醇，3─脫氫視黃醇）。
維生素Ａ2 醛（2 ，3─脫水視網膜視黃醛）。
維生素Ａ2 不像維生素Ａ1 那麼廣泛地存在於自然界中，可由新鮮淡水魚內提取。維生素Ａ2 醇不能結晶，
但其醛則為橘黃色結晶體。
（3）醋酸維生素Ａ鹽、棕櫚酸酯及其他脂肪酸酯。此項產物係得自合成維生素Ａ；全部皆易氧化。其醋酸酯為
黃色粉末，而其棕櫚酸酯則為黃色液體，若為純物時，則可呈結晶狀態。

（C）維生素Ｂ1 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Ｂ1 係抗神經炎維生素，可以防止腳氣病。對於醣類代謝作用亦甚重要。用於處理多發性神經炎、消化
障礙、及維持良好之食慾。可溶於水，但對熱不甚穩定。
（1）維生素Ｂ1〔硫胺素(INN)，抗神經炎素〕。硫胺素存在於大多數之動物及植物的組織內（例如稻穀之外殼、
釀造用酵母、豬肉、肝、乳製品、蛋等）；通常由合成法製成。白色結晶粉末，在空氣中頗穩定。
（2）維生素Ｂ1 鹽酸化合物。白色結晶粉末。具吸濕性，不甚穩定。
（3）維生素Ｂ1 單硝酸鹽。白色結晶粉末，相當穩定。
（4）維生素Ｂ1─1,5─鹽類（抗神經炎素─1,5─鹽，抗神經炎素萘─1,5─二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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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維生素Ｂ1 水楊酸鹽酸化物。（抗神經炎素水楊酸鹽酸鹽）。
（6）維生素Ｂ1 水楊酸酸溴酸鹽。（抗神經炎素柳酸溴酸鹽）。
（7）碘化維生素Ｂ1。
（8）碘化維生素Ｂ1 鹽酸鹽。
（9）碘化維生素Ｂ1 氫碘酸鹽。
（10）維生素Ｂ1 之正磷酸酯，硫胺素之正磷酸鹽，及此種脂之單鹽酸，雙鹽酸及單磷酸化合物。
（11）維生素Ｂ1 之菸鹼酸酯。

（D）維生素Ｂ2 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Ｂ2 是營養及促進生長之維生素，在生物學上是碳水化合物新陳代謝之有用因子。溶於水，對熱穩定。
（1）維生素Ｂ2〔核黃素(INN)，乳黃素〕。與維生素Ｂ1 同時存在於許多產品及食品內。自蒸餾之殘渣，醱酵之殘
渣或牛肝中提取，一般可以合成法製成；橘黃色結晶體，對光相當敏感。
（2）核黃素之 5'─正磷酸酯及其鈉鹽或二乙醇胺鹽。此類物品較核黃素更易溶於水。
（3）羥甲基核黃素。

（E）Ｄ─或ＤＬ─泛酸（亦稱維生素Ｂ3 或維生素Ｂ5）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此類化合物主要作用在於防止白髮，促進皮膚之生長，及碳水化合物與脂肪之新陳代謝。亦為腺體、肝、腸
胃、及呼吸道等之活動所必需。可溶於水。
（1）Ｄ─或ＤＬ─泛酸〔Ｎ─（α,γ─二羥基─β,β─二甲基丁醯基)─β─胺基丙酸)。本維生素亦稱維生素
Ｂ3 或維生素Ｂ5，存在於所有活細胞及組織（例如哺乳動物之肝及腎，米之外殼，釀造用酵母、牛乳、未煉
製之糖漿等）內。一般係由合成法製成。黃色黏稠油狀；緩慢地溶於水及大多數有機溶劑。
（2）Ｄ─及ＤＬ─泛酸鈉鹽。
（3）Ｄ─及ＤＬ─泛酸鈣鹽。白色粉末，溶於水，即最常見之維生素Ｂ3。
（4）羥泛酸（Ｄ─及ＤＬ─）（α,γ─二羥基─Ｎ─3─羥丙基─β,β─二甲基丁醯胺）。黏稠液體，溶於水。
（5）Ｄ─羥泛酸乙醚，(Ｄ─α,γ─二羥基─Ｎ─3─乙氧丙基─β,β─二甲基丁醯胺)，黏稠液體，可與水互溶，
並易溶於有機溶劑。

（F）維生素Ｂ6 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Ｂ6 為抗皮膚炎維生素（保護皮膚）。與神經系統、營養、胺基酸、蛋白質及脂肪等新陳代謝有關。能
減輕由於懷孕或手術後所產生之病痛。溶於水，並對光線相當敏感。
（1）吡哆醇(INN)或「阿得明」（吡醇素）（Pyridoxine or adermin (Pyridoxol)）：〔3─羥基─4,5─二（羥基甲基）
─2─甲基吡啶〕。
吡哆醛，（吡醛素），(Pyridoxal)：（4─甲醯基─3─羥基─5─羥基甲基─2─甲基吡啶）。
吡哆胺，（吡胺素），（Pyridoxamine）：（4─胺基甲基─3─羥基─5─羥基甲基─2─甲基吡啶）
以上三種形式之維生素Ｂ6，存在於釀造酵母，蔗糖，穀類之外部，米糠，麥芽油，亞麻仁油，哺乳動
物及魚類之肝、肉及脂肪內。通常皆由合成法製造。
（2）吡哆醇鹽酸化物。
吡哆醇正磷酸鹽。
吡哆醇三棕櫚酸酯（吡哆醇之三棕酸酯）。
吡哆醛鹽酸化物。
吡哆胺二鹽酸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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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哆胺磷酸鹽。
以上均為維生素Ｂ6 之一般形式。無色結晶或薄片狀。
（3）吡哆醇正磷酸酯及其鈉鹽。
吡哆醛正磷酸酯及其鈉鹽。
吡哆胺正磷酯及其鈉鹽。

（G）維生素Ｂ9 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Ｂ9 是形成血球所必需，且對惡性貧血之處理亦頗有效。存在於菠菜、綠色植物、釀造酵母、動物之肝
臟等，但通常均由合成而得。
（1）維生素Ｂ9〔葉酸(INN)或山呤醯苷谷胺酸〕及鈉鹽與鈣鹽。
（2）再製葉酸(Folinic Acid)（INNM）（5─甲醯基─5,6,7,8─四氫呼呼醯苷谷胺酸）。

（H）維生素Ｂ12（氰化鈷胺“CYANOCOBALAMIN(INN)”）和其他鈷胺化合物
（氫氧化鈷胺(INN)，甲基鈷胺，硝基鈷胺，亞硫鈷胺等）及其衍生物
維生素Ｂ 12 對於治療惡性貧血比維生素Ｂ 9 更有效。其分子量高，並含有鈷；以上各種形式均存在於哺乳
動物及魚之肝及肉、蛋類及乳內。可由藥性變弱之抗生素液體、甜菜糖漿、乳漿等獲得。為暗紅色晶體，溶
於水。

（IJ）維生素Ｃ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Ｃ為一種抗壞血病之維生素，且增加抗傳染的能力。溶於水。
（1）維生素Ｃ〔Ｌ─或ＤＬ─抗壞血酸(INN)〕。抗壞血病酸存在於許多蔬菜（水果、綠色蔬菜、馬鈴薯等）及
動物來源的（肝、脾、副腎、腦、牛乳等）食物內；可自檸檬汁、青椒、紅椒、綠色大茴香葉等抽取而得，
亦可自處理龍舌蘭纖維後之殘液內取得。但現幾全部以合成法製成。白色結晶粉末，在乾空氣內相當穩定，
作為極強之還原劑。
（2）維生素Ｃ鈉鹽。
（3）維生素Ｃ之鈣鹽及鎂鹽。
（4）(L)抗壞血酸辛可寧鍶鹽〔(L)抗壞血酸─2─苯基奎啉─4─羧酸鍶〕(strontium(L)ascorbo－2－phenylquinoline
─4－carboxylate)。
（5）肌胺酸維生素Ｃ。
（6）Ｌ─精胺酸維生素Ｃ。
（7）棕櫚酸維生素Ｃ酯。此種脂溶性維生素Ｃ亦用作脂肪及油之乳化劑及抗氧化劑。
（8）維生素Ｃ次磷酸鈣鹽。
（9）維生素Ｃ谷胺酸鈉鹽。
（10）維生素Ｃ谷胺酸鈣鹽。

（K）維生素Ｄ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Ｄ為抗軟骨病之維生素。能調節磷及鈣在生物體內之運用，並促進骨骼及牙齒之發育；為脂溶性維生
素。係將各種「維生素Ｄ原」經活性化或經放射線處理而得，而「維生素Ｄ原」為固醇或固醇之衍生物，一般由
生物體產生或轉變。
（1）維生素Ｄ2 及其衍生物之具有類似之活性者。
（a）維生素Ｄ2 或活化或經照射之麥角固醇（鈣固醇，麥角鈣固醇）。白色結晶粉末，曝露於空氣或光或加
熱則變成黃色；不溶於水，溶於油脂。存在於可可豆及魚肝內；通常係由維生素Ｄ2 原經活性化或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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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線處理而得。
（b）維生素Ｄ2 之醋酸酯及其他脂肪酸酯。
（2）維生素Ｄ3 及其衍生物之具有類似之活性者。
（a）維生素Ｄ3 或活性化或放射性之 7─去氫膽固醇（膽鈣固醇）。白色結晶粉末。曝露於空氣則逐漸變性；
不溶於水，溶於脂肪。可自魚油及魚肝油中抽取而得，但通常係維生素原Ｄ3 經活性化或經放射線處理
而得。其活性較維生素Ｄ2 為強。
（b）活性化或放射性之醋酸 7─去氫膽固醇酯及其他維生素Ｄ3 脂肪酸酯。
（c）維生素Ｄ3─膽固醇分子化合物。
（3）維生素Ｄ4 或活性或放射線照射之 22,23─二氫麥角固醇。白色薄片；較維生素Ｄ2 之生物活動力為低。
（4）維生素Ｄ5 或活性化或放射性之 7─去氫─β─谷固醇。

（L）維生素Ｅ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Ｅ為抗不妊之維生素，對於神經及筋肉系統頗為重要。是脂溶性維生素。
（1）維生素Ｅ或（Ｄ─及ＤＬ─）α─生育素；β─及γ─生育素。生育素存在於各種蔬菜及動物產品內（例
如可可種子、棉花種子、菜子油、豆科植物葉、沙拉葉、紫花苜蓿、乳製品）。主要係自麥胚乳油抽取而
得。其消旋異構物係由合成而得。無色油狀，不溶於水，溶於酒精、苯及油脂中；在無氧及無光狀態下對
熱穩定。其抗氧化之性質使其適合於作為脂肪或食物之抑制劑。
（2）α─生育素醋酸鹽及α─生育素氫琥珀酸鹽；α─生育素聚氧乙烯琥珀酸酯（也就是α─生育素聚乙二醇
琥珀酸酯）。
（3）α─生育素正磷酸二鈉鹽。
（4）生育素二胺基醋酸鹽。

（M）維生素Ｈ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Ｈ對若干微生物之生長為所必需；亦為人體皮膚，筋肉及神經系統之健康所必需。溶於水，對熱穩
定。
（1）維生素Ｈ或生物素。生物素存在於蛋黃、腎及肝、乳、釀造用酵母、糖漿等內。亦可以合成法製成。
（2）生物素甲酯。

（N）維生素Ｋ及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Ｋ為抗出血因素；可維持凝血原之含量及增加微血管之耐力，以促進血液之凝固。
（1）維生素Ｋ1。
（a）植物甲萘醌（INN

(Phylloquinone, phytonadione )：或 3-葉綠基甲萘醌（2─甲基─3─葉綠基

─1,4─萘醌）。
（b）氧化（環氧化）維生素Ｋ1（2-甲基-3-葉綠基-1，4-萘醌-2，3-氧化物或 2-甲基-3-葉綠基-2，3-環氧-2，
3-二氫-1，4 萘醌）。
（c）二氫葉綠醌，3─二氫葉基─2─甲基─1,4─萘醌(3－dihydrophytyl－2－methyl－1,4─ naphthaquinone)。
（2）維生素Ｋ2 或「發洛（Ⅰ）」（farnoquinoe）（3─二發洛基─2─甲基─1,4─苯醌）。係自腐朽之沙丁魚肉
內抽取而得。活性較維生素Ｋ1 為低。黃色結晶對光甚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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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維生素ＰＰ因子與其衍生物主要用作維生素者
維生素ＰＰ因子為一種抗癩皮病之維生素，為生長、氧化、細胞呼吸作用、蛋白質及醣類新陳代謝所必需。
（1）菸鹼酸(INN)又名「尼亞新」(pyridine－β－carboxylicacid, niacin)其來源自動物性者（例如：肝、腎、新鮮的
哺乳動物及某些魚的肉內），及植物性者（釀造用酵母、穀類胚乳及外殼等）。亦可由合成而得。無色晶
體，溶於酒精及脂肪，對於熱及氧化劑比較穩定。
（2）菸鹼酸鈉鹽。
（3）菸鹼酸鈣鹽。
（4）菸醯胺(INN)（菸鹼醯胺，尼亞新醯胺）。來源性質及用途與菸鹼酸相同。可由合成而得。溶於水及對熱安
定。
（5）菸醯胺鹽酸鹽。
（6）菸鹼嗎啡酸鹽。

不歸入本節之貨品
本節不包括：
（1）下列產品，雖有時亦稱為維生素，但不具維生素活性或具有維生素之作用但次於其他用途者：
（a）中肌醇(mesoinositol)、肌醇(myoinositol)、ｉ─肌醇(i-inositol or mesoinosite)（第 29.06 節），用於治療胃、
腸及肝的障礙（特別是鈣或鎂之六磷酸鹽）。
（b）維生素Ｈ1：對一胺基苯甲酸（第 29.22 節），促進生長，中和磺胺類藥物之制菌力。
（c）膽鹼或膽神經鹼（第 29.23 節），能穩定脂肪新陳代謝作用。
（d）維生素Ｂ4：腺嘌呤或 6─胺基嘌呤（第 29.33 節），醫學上用於意外出血或腫瘤之治療。
（e）維生素Ｃ2 或維生素Ｐ：檸檬素，橘皮苷，芸香苷，馬栗樹皮素（第 29.38 節），用作抗出血因子及促
進毛細管之耐力。
（f）維生素Ｆ：（α─及β─）亞麻仁油酸，次亞麻仁油酸，花生油酸（第 38.23 節），用於治療皮膚炎及
肝之障礙。
（2）維生素之合成代用物：
（a）維生素Ｋ3：甲苯醌(menadione, menaphthone，methylnaphthone)或 2─甲基─1,4─苯醌；2─甲基─1,4─
萘醌之二亞硫酸衍生物之鈉鹽（第 29.14 節）
；二氫苯醌 (menadiol)或 1,4─二羥基─2─甲基苯（第 29.07
節）。
（b）維生素Ｋ6：1,4─二胺基─2─甲基萘（第 29.21 節）。
（c）維生素Ｋ5：4─胺基─2─甲基─1─醌酚鹽酸鹽（第 29.22 節）。
（d）半膀胱胺基酸，維生素Ｂ之代用物（第 29.30 節）。
（e）結核（菌）萘醌 (phthiocol)：2─羥─3─甲基─1,4─萘醌，維生素Ｋ之代用物（第 29.41 節）。
（3）固醇（麥角固醇除外）：膽固醇、谷固醇、豆固醇及其他固醇於調製維生素Ｄ 2（光固醇、速度固醇、毒固
醇、過感光固醇）時所得者（第 29.06 節）。
（4）屬於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
（5）來自天然之葉黃素，類胡蘿蔔素（第 32.03 節）。
（6）維生素原Ａ（α─，β─及γ─胡蘿蔔素及玉米黃素）之用作染色材料者（第 32.03 或 32.04 節）。

目註解：
第 2936.90 目
本目亦包括兩個或更多維生素衍生物的混合物，因此，例如，經由化學合成而得的一種 D-泛醇乙基醚和右旋泛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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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混合物，也就是，由 D-泛酸內酯、胺基-3-丙-1-醇及 3-乙氧基丙胺，以預定的比率反應而得，應該歸入第 2936.90
目「其他」，而不歸入Ｄ-或ＤＬ-汎酸的未混合衍生物(第 2936.24 目)。

29.37-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白三烯素；及其主要用作荷爾
蒙之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包括鏈改質之多胜肽荷爾蒙（+）。
-多胜肽荷爾蒙、蛋白質荷爾蒙及醣蛋白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2937.11--生長激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2937.12--胰島素及其鹽類
2937.19--其他
-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2937.21--可體松（皮質酮）、氫化可體松、皮質醇（去氫可體松）及迪皮質醇（去氫氫化
可體松）
2937.22--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之鹵化衍生物
2937.23--雌性激素及黃體素
2937.29--其他
2937.50-前列腺素、前列凝素、白三烯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2937.90--其他
本節包括：
（Ⅰ）天然的荷爾蒙是由人體或動物的活組織所產生的活性物質，僅需極少量即可對某些特殊器官之功能發生抑
制或促進作用，可直接影響該器官，或控制二次、三次荷爾蒙系統的合成或分泌。荷爾蒙的基本特性是它
結合了特殊立體結構的分子接收器而產生感應。荷爾蒙的分泌通常由內分泌腺所產生，係由交感神經及副
交感神經系統所主導。荷爾蒙由血液、淋巴腺或其他體液來輸送。它們也可源自內、外分泌腺或各種細胞
組織。血液的運送並不是產生荷爾蒙反應的必要條件，此反應可發生在荷爾蒙釋放到組織間隙液後，並與
鄰近細胞的接受器結合（旁泌控制），或與釋放荷爾蒙的細胞接受器結合（自泌控制）。
（Ⅱ）天然的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係由身體分泌，並具有類似局部性荷爾蒙的作用。前列腺素是一
種荷爾蒙群或類似荷爾蒙的物質，係在其產生作用之組織中藉由特定細胞接收器合成（或其作用係在局部
細胞周圍），並作為許多組織中重要的細胞活性調節器。此三種相關的化學族（二十碳（烷）酸的衍生物）
經一般認為具有類似荷爾蒙的作用。
（Ⅲ）以合成方式（包括生化技術過程）再製的天然的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其具有和天然
物質相同的化學結構。
（Ⅳ）天然或以合成方式再製之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的衍生物，例如其鹽類、鹵化物、環狀
縮醛及酯等等，包括以主要做為荷爾蒙使用的混合衍生物（例如：鹵化衍生物的酯類）。
（Ⅴ）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的結構式類似物，此結構式類似物係指與原化合物具有相似結構
的化學品，但其不視為衍生物，它包括具有和天然化合物相似結構的化合物，但其結構式上有一個或一個
以上的原子已被取代。
（a）多胜肽荷爾蒙的結構式類似物是由天然多胜肽鏈上某些胺基酸經加成、分離、取代或改變所形成。
somatrem(INN)是一種生長激素的結構式類似物，其由在天然的生長激素分子上加上一個終端胺基酸所
形成。Ornipressin (INN)是一種天然 argipressin (INN)及 lypressin (INN)的結構式類似物，係天然的
argipressin 或 lypressin 分子上一個胺基酸被取代。合成的促性腺荷爾蒙素、buserelin (INN)、nafarelin
(INN)、fertirelin (INN)、leuprorelin (INN)及 lutrelin (INN)，gonadorelin (INN)的結構式類似物是在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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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adorelin 的多胜肽鏈上某些胺基酸被改變或取代所形成。giractide (INN)是一種天然親皮質素(INN)的
結構式類似物，其前 18 個胺基酸結構與天然的親皮質素相同，但第一個胺基酸被取代。Metreleptin
（INN），脂瘦素的類似物，是人類脂瘦素再結合甲二磺醯基的衍生物。Saralasin 與血管緊收縮素Ⅱ分
子相較，具有三個不同的胺基酸，雖有相對抗的效果（前者是一種降血壓藥，後者是昇血壓藥），應
可視為血管緊收縮素Ⅱ的結構式類似物。
（b）類固醇荷爾蒙的結構式類似物必需具有甾（gonane）結構，其可藉環的縮合或擴張或由其他原子（雜
原子）取代環中一些原子來改變。Domoprednate (INN)及 oxandrolone (INN)就是這類結構式類似物的兩
個例子。具有甾（gonane）基本結構之結構式類似物及衍生物的家族，含有很多用作荷爾蒙抑制劑及
拮抗劑的物質，例如，cyproterone (INN)是一種抗雄性素，danazol (INN)是一種抗親生殖腺素，epostane
(INN)係抑制黃體素的產生。
（c）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的結構式類似物，可由取代鏈上的原子所形成或由環的產生或去除而
得。tilsuprost (INN)是一種前列腺素的結構式類似物，其氧原子和碳原子被氮原子和硫原子所取代，且
其中一個環被密合。
（Ⅵ）荷爾蒙、荷爾蒙衍生物及被視為具有荷爾蒙效應之類固醇的天然混合物（例如，corticosteroid 荷爾蒙
的天然混合物，或共軛雌激素的天然混合物），但人工混合物或調製品除外（一般列入第 3003 或 3004
節）。
荷爾蒙釋放劑的因子（荷爾蒙促進劑的因子）荷爾蒙抑制劑及拮抗劑也列入本節（見本章章註八）。本節也
包括荷爾蒙結構式類似物及衍生物，其由天然荷爾蒙為基礎或由合成再製而得，且具類似天然荷爾蒙作用的機制。
本節所述之產品，按其化學結構列表於後，惟此表並未列舉全部產品。
。
。。

歸入第 29.37 節之產品表(＊)
＊如名稱為世界衛生組織所發表，或經修改之國際非專利藥用物質名稱者，則先書其名稱，並相應地加註(INN)
或(INNM)符號。

（A）多胜肽荷爾蒙、蛋白質荷爾蒙及醣蛋白荷爾蒙、荷爾蒙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本部分亦包括：
（1）生長激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生長激素（成長荷爾蒙，GH，STH（somatotropic hormone）），是水
溶性蛋白質，其促進組織的成長，且伴隨著蛋白質代謝的各方面調節，由腦下垂體前葉的親軀體細胞所分
泌。此分泌物係由釋放因子（釋放成長荷爾蒙之荷爾蒙）及抑制因素（somatostatin）所調節。人類的成長荷
爾蒙（hGH）是一種由 191 個胺基酸所組成的單一胜肽鏈，幾乎是完全由基因重組技術所製造。本部分也包
括衍生物及結構類似物如 somatrem (INN)（甲基二磺醯 hGH）
、乙醯化 hGH、去醯胺基 hGH 及 somenopor (INN)
及拮抗物諸如 pegvisomant (INN)。
（2）胰島素及其鹽類。胰島素是一種含有 51 個胺基酸群的多胜肽，係由很多種動物的胰臟內多蘭格罕氏島
（Langerhans）所製造，人類的胰島素可從胰臟中萃取、由豬或羊的胰島素改質，或經由生化技術以細菌或
酵素將人類胰島素經基因重組製造而得。胰島素是有助於循環葡萄糖及其他營養物質之細胞吸收的因子，
也是肝醣及脂肪的儲存地。純的胰島素是白色、非潮解性不定形的粉末或發亮的結晶體，可溶於水。它的
臨床使用在糖尿病的治療。胰島素的鹽類包括胰島素鹽酸鹽。
（3）親皮質素(INN)〔ACTH（促進腎上腺皮質素分泌的荷爾蒙）adrenocorticotropin〕一種多胜肽，可溶於水；並
可促進腎上腺類固醇之產生。Giractide (INN)是一種親皮質素的結構式類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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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催乳荷爾蒙（LTH，半乳多糖激素，促黃體素），是一種可結晶的多胜肽，刺激乳汁分泌並影響黃體之活性。
（5）促甲狀腺荷爾蒙(INN)〔促進甲狀腺分泌的荷爾蒙，TSH（刺激甲狀腺的荷爾蒙）〕，是一種醣蛋白，可調
節甲狀腺對血液之作用及碘之排除作用，它影響成長和分泌。
（6）促卵泡荷爾蒙(FSH)，是一種醣蛋白，可溶於水，具有促進性功能之作用。
（7）促黃體素（生成）荷爾蒙〔LH，ICSH（interstitial-cell-stimulating hormone），促黃素〕，是一種醣蛋白，可
溶於水，它藉由刺激類固醇的分泌、排卵及組織間隙細胞的發展來刺激性功能。
（8）絨膜促性腺荷爾蒙(INN)〔hCG（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hin）〕，產生於胎盤中，是一種由懷孕婦女之尿
中提取的醣蛋白。為白色結晶，在水溶液中較不穩定。促進卵泡成熟。
（9）血清促性腺激素 (INN)〔雌馬絨毛性腺激素（eCG）〕。是一種產自有孕之雌馬之胎盤及子宮內膜的刺激性
腺醣蛋白，最初稱為孕馬血清促性腺激素。
（10）催產素(INN)（α─腦垂體胺），是一種多胜肽，可溶於水。其主要作用是助於子宮的收縮及乳腺的分泌。
也包括結構式類似物 carbetocin (INN)及 demoxytocin (INN)等。
（11）血管增壓素：argipressin (INN)及 lypressin (INN)，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血管增壓素是能提高血壓並使
腎臟滯留水分增加的多胜肽。也包括多胜肽結構類似物，諸如 terlipressin（INN）及 desomopressin（INN）
等。
（12）降血鈣素 (INN)〔TCA（thyrocalcitonin）），是一種降低血鈣及降低血磷酸的多胜肽。
（13）胰高血糖素(INN)〔HGF（hyperglycaemic-glycogenolytic factor）〕。是一種具有增高血液中葡萄糖濃度的多
胜肽。
（14）Thyroliberin (TRF，TRH)，這種多胜肽刺激甲狀腺體的分泌。
（15）Gonadorelin (INN)(gonadoliberin, gonadotrophin releasing hormone, LRF, GnRH)，這種多胜肽在腦下垂體內促進
卵泡刺激素及黃體刺激素荷爾蒙的分泌。也包括多胜肽結構式類似物 buserilin (INN)、goserilin (INN)、fertirelin
(INN)及 sermorelin (INN)等。
（16）生長激素釋出抑制因子 (INN）（SS，SRIH，SRIF），這種多胜肽抑制腦下垂體之成長荷爾蒙及 TSH 之釋
放，其具有親神經的作用。
（17）Atrial natriuretic 荷爾蒙（ANH，ANF），是一種由心房分泌的多胜肽。當心房藉由增加血量而伸長，即刺
激 ANH 的分泌。ANH 在增加鹽和水的排泄後，降低血壓。
（18）Endothelin，是一種由血管中之內皮細胞分泌的多胜肽。雖然 endothelin 是釋放在血液循環中，其局部地以
副交感神經作用去壓縮相鄰血管平滑肌肉而昇高血壓。
（19）抑制素及 activin，是在生殖細胞內存在的荷爾蒙。
（20）脂瘦素，其係一種由動物性脂肪組織所產生的多胜肽荷爾蒙，作用在腦部的接受體，調節體重及脂肪的沉
澱。這裡也包括 Metreleptin（INN），乃脂瘦素的再結合甲二磺醯基的衍生物，它具有相似的功能，可視為
瘦脂素的類似物。

（B）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1）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是由腎上腺皮質層分泌，在人體的代謝功能中扮演重要角色。也被視為腎上腺
皮質荷爾蒙，一般可根據它們生理上的作用可分為兩類：（i）醣皮質激素，調節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的代
謝。（ii）礦物類皮質激素，導致體內鈉和水的滯留，且加速鉀的排泄。礦物類皮質激素的特性被利用在腎
臟方面疾病和愛迪生病的治療。這些包括以下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a）可體松（皮質酮）（INN），是一種調節蛋白質及碳水化合物的代謝的醣皮質激素，且同時具有局部
抗發炎作用。
（b）氫化可體松（INN）（皮質醇），是一種具有類似可體松（皮質酮）作用的醣皮質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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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皮質醇（INN）（去氫可體松），醣皮質激素，一種可體松（皮質酮）的衍生物。
（d）迪皮質醇（INN）（去氫氫化可體松），醣皮質激素，一種氫化可體松的衍生物。
（e）Aldosterone（INN），一種礦物類皮質激素。
（f）Cortodoxone（INN）。
某些衍生物被改質係為了抑制皮質荷爾蒙效應，以利於抗發炎作用，而此種作用亦被視為一種荷爾蒙
效應。這些主要是可體松（皮質酮）（INN）、氫化可體松（INN）、皮質醇（INN）及迪皮質醇（INN）的
衍生物，被用作抗發炎及抗風濕病的製劑。
（2）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之鹵化衍生物，是一般在甾環上第 6 或第 9 位置的氫原子被氯或氟原子替代的類
固醇（例如，dexamethasone（INN）），大幅增加醣皮質激素及從腎上腺皮質荷爾蒙衍生之類固醇的抗發炎
效應。這些衍生物經常更進一步被改質，且以酯或 acetonides（例如，fluocinolone acetonides（INN））等形態
上市。
（3）雌性激素及黃體素，這是兩類重要的性荷爾蒙，係由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分泌，它們也可由合成而得。這
些荷爾蒙也被稱為 progestin 及 gestagens。
雌性激素是由卵巢、睪丸、腎上腺、胎盤及其他產製類固醇組織所產生的女性性荷爾蒙。其特徵是在
雌性哺乳動物體內產生發情的能力。雌性激素是主導雌性性特徵的發展，且用於更年期的治療或避孕藥的
製造。它們包括下列雌性激素、衍生物及類似物。
（a）Estrone（INN），一種人類主要的雌激素。
（b）Estradiol（INN），一種重要的天然雌激素。
（c）Estriol（INN），一種雌激素。
（d）Ethinyl estradiol（INN），一種口服作用的重要合成雌激素，且用作綜合口服避孕藥的主要雌激素成分。
（e）Mestranol（INN），乙炔強力春情素的酯衍生物，用作口服避孕藥。
黃體素（progestogens）是一種以妊娠效應為名的類固醇，其對懷孕初期和過程中是重要的，這些雌性
荷爾蒙為子宮準備受孕及維持受孕而作準備。因為其會抑制排卵，所以很多黃體荷爾蒙可用來作為避孕藥
的成分。它們包括：
（a）黃體脂酮（progesterone）（INN）人體主要的黃體激素(progestin)也是在雌激素、男性荷爾蒙、皮層類
固醇的生化合成過程中的中間產物。它是在卵子釋放後由黃體及在腎上腺體、胎盤和睪丸內產生。
（b）黃體脂醇(pregnandiol)，係具有比黃體脂酮較弱生物活性之自然產生的黃體素。
（4）其他類固醇荷爾蒙
雄性素係一種非上所述的主要性荷爾蒙，它主要由睪丸製造，少量由卵巢、腎上腺體及胎盤產生。雄
性素是主導男性性特徵的發展，會影響代謝功能，也就是具有合成代謝的作用。睪丸脂酮是最重要的雄性
素之一。
這部分也包括用來抑制或對抗荷爾蒙作用的合成類固醇，諸如，抗雌激素、抗男性荷爾蒙素及抗黃體
素。類固醇類的抗黃體激素是黃體脂酮的拮抗者，其具有治療某些疾病的多種用途。這類的例子包括
onapristone（INN）及 aglepristone（INN）。
茲將在國際貿易上最重要之類固醇列表於後。產品係按其英文簡稱之字母依次排列，並接敘其主要荷
爾蒙的作用。如有數個名稱，則採用世界衛生組織所發表之國際非專利藥物名稱(INN)或經修改之國際非專
利藥用物名稱（INNM）；而其化學名稱則依照 1957 年 IUPAC 對類固醇之命名規則命名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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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為內分泌素用之類固醇表

簡
稱
化學名稱

主要荷爾蒙功能

腎上腺脂酮(Adrenosterone)

雄性激素

雄─[4]─烯─[3,11,17]─三酮
(androst─4─ene─3,11,17─trione)
醛類脂醇(Aldoster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21─二羥─3,20─二氧─妊娠─[4]─烯─[18]─醛
(11β,21─dihydroxy─3,20─dioxopregna─4─en─18─al)
烯丙基雌烯醇(Allylestenol)(INN)

黃體素

17α─烯丙─求偶─[4]─烯─[17β]─醇
(17α─allyloestr─4─en─17β─ol)
（無簡稱）(No short name)

雄性激素

5α─雄烷─[3,17]─二酮
(5α─androstane─3,17─dione)
雄醇酮(Androstanolone)(INN)

雄性激素

17β─羥─5α─雄烷─[3]─酮
(17β─hydoxy─5α─androstan─3─one)
雄烯二醇(Androstenediols)

組成作用

雄─[5]─烯─[3β,17β]─二醇
(androst─5─ene─3β,17β─diol)
雄─[5]─烯─[3β,17α]─二醇
(androst─5─ene─3β,17α─diol)
無簡稱(NO short name)

雄性激素

雄─[4]─烯─[3,17]─二酮
(androst─4─ene─3,17─dione)
雄固酮(Androsterone)

雄性激素

3α─羥─5α─雄烷─[17]─酮
(3α─hydroxy─5α─androstan─17─one)
Betametha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21─三羥─16β─甲基─妊娠─[1,4]─二烯
─[3,20]─二酮
(9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16β─methlpregna─1,4─diene─3,20─dione)
Bolasterone(INN)

組成作用

17β─羥─7α,17α─二甲基─雄─[4]─烯─[3]─酮
(17β─hydroxy─7α,17α─dimethylandrost─4─en─3─one)
Chlormadinone(INN)

黃體素

6─氯─17α─羥─妊娠─[4,6]─二烯─[3,20]─二酮
(6─Chloro─17α─hydroxypregna─4,6─diene─3,20─dione)
Chloropredni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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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α─氯─17α,21─二羥─妊娠─[1,4]─二烯─[3,11,20]─三酮
(6α─Chloro─17α,21─dihydroxypregna─1,4─diene─3,11,20─trione)
Clocort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氯─6α─氟─11β,21─二羥─1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9α ─ Chloro─ 6α ─ fluoro─ 11β ,21─ dihydroxy─ 16α ─ methylpregna─ 1,4─ diene─ 3,20─ diene)
Clostebol(INN)

組成作用

4─氯─17β─羥─雄─[4]─烯─[3]─酮
(4─Chloro─17β─hydroxyandrost─4─en─3─one)
腎上腺皮質固酮(Corticoster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α,21─二羥─妊娠─[4]─烯─[3,20]─二酮
(11β,21─dihydroxypregn─4─ene─3,20─dione)
Cortisol─見 Hydrocortisone
Corti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7α,21─二羥─妊娠─[4]─烯─[3,11,20]─三酮
(17α,21─dihydroxypregn─4─ene─3,11,20─trione）
11─去氫腎上腺皮質固醇(11─Dehydrocorticoster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21─羥─妊娠─[4]─烯─[3,11,20]─三酮
(21─hydroxypregn─4─ene─3,11,20─trione)
去氧腎上腺皮質固酮─見 Desoxycortone
(Deoxycorticosterone─見 Destoxycortone)
Destoxycort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21─羥─妊娠─[4]─烯─[3,20]─二酮
(21─hydroxypregn─4─ene─3,20─dione)
Dexamethasone(INN)(商業名稱)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21─三羥─1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9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16α─methylpregna─1,4─diene─3,20─dione)
二氫雄素酮(Dihydroandrosterone)

雄性激素中間產物

5α─雄烷─[3α,17β]─二醇
(5α─androstone─3α,17β─diol)
Dydrogesterone(INN)

黃體素

9β,10α─妊娠─[4,6]─二烯─[3,20]─二酮
(9β,10α─pregna─4,6─diene─3,20─dione)
烯雌馬性激素(Equilenin)

動情素

3─羥─求偶─[1,3,5（10）,6,8]─五烯─[17]─酮
(3─hydroxyoestra─1,3,5（10）,6,8─pentaen─17─one)
Equilin

動情素

3─羥─求偶─[1,3,5（10）,7]─四烯─[17]─酮
(3─hydroxyoestra─1,3,5（10）,7─tetraen─17─one)
雌素二醇(Estradiol)(INNM)

動情素

求偶─[1,3,5（10）]─三烯─[3,17β]─二醇
(Oestra─1,3,5（10）)─triene─3,17β─d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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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素三醇(Estriol)(INN)

動情素

求偶─[1,3,5（10）]─三烯─[3,16α,17β]─三醇
(Oestra─1,3,5（10）)─triene─3,16α,17β─triol)
雌素酮(Estrone)(INN)

動情素

3─羥─求偶─[1,3,5（10）]─三烯─[17]─酮
(3─hydroxyoestra─1,3,5（10）─trien─17─one)
乙炔雌素二醇(Ethinylestradiol)(INN)

動情素

17α─乙炔─求偶─[1,3,5

]─三烯─[3,17β]─二醇

(17α─ethynyloestra─1,3,5

triene─3,17β─diol)

Ethisterone(INN)

黃體素

17α─乙炔─17β─羥─雄─[4]─烯─[3]─酮
(17α─ethnyl─17β─hydroyandrost─4─en─3─one)
乙基雌素烯醇(Ethylestrenol)(INN)

新代作用

17α─乙基─求偶─[4]─稀─[17β]─醇
(17α─ethyloestr─4─en─17β─ol)
Etynodiol(INN)

黃體素

17α─乙炔─求偶─[4]─烯─[3β,17β]─二醇
(17α─ethynyloestr─4─ene─3β,17β─diol)
Fludrocorti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21─三羥─妊娠─[4]─烯─[3,20]─二酮
(9α─fluoro─11β,17α,21─trihyroxypregn─4─ene─3,20─dione)
Flumeta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9α─二氟─11β,17α,21─三羥─1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6α,9α─difluro─11β,17α,21─trihydroxy─16α─methyl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ocinolone(INNM)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9α─二氟─11β,16α,17α,21─四羥─妊娠─[1,4]─二烯─[3,20]─二酮
(6α,9α─difluoro─11β,16α,17α,21─tetrahydroxy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ocort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氟─11β,21─二羥─1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6α,fluoro─11β,21─dihydroxy-16α─methyl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ormeth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二羥─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9α─fluoro─11β,17α─dihydroxy─6α─methlpregna─1,4─diene─3,20─dione)
9α─Fluoroprednisol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21─三羥─妊娠─[1,4]─二烯─[3,20]─二酮
(9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oxymesterone(INN)

雄性激素

9α─氟─11β,17β─二羥─17α─甲基─雄─[4]─烯─[3]─酮
(9α─fluoro─11β,17β─dihydroxy─17α─methylandrost─4─en─3─one)
Fluprednide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7α,21─三羥─16─亞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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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16─methylene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prednis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氟─11β,17α,21─三羥─妊娠─[1,4]─二烯─[3,20]─二酮
(6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pregna─1,4─diene─3,20─dione)
Flurandrenol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氟─4─11β,16α,17α,21─四羥─妊娠─[4]─烯─[3,20]─二酮
(6α─fluoro─11β,16β,17α,21─tetrahydroxypregn─4─ene─3,20─dione)
Formocortal(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3─(2─氯乙氧基)─9α─氟─6─甲醯基─11β,21─二羥基─16α,17α─
異丙烯二氧妊娠─[3,5]─二烯─[20]─酮

21─乙酸鹽

(3─(2─chloroethoxy)─9α─fluoro─6─formyl─11β,21─dihydroxy─16α,17α─
isopropylidene-dioxypregna─3,5─dien─20─one

21─acetate)

Gestonorone(INNM)

黃體素

17β─乙基─17α─羥─求偶─[4]─烯─[3,20]─二酮
(17β─ethyl─17α─hydroxyoestr─4─ene─3,20─dione)
Hydrocorti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妊娠─[4]─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pregn─4─ene─3,20─dione)
羥妊娠素(Hydroxyprogesterone)(INN)

黃體素

17α─羥─妊娠─[4]─烯─[3,20]─二酮
(17α─hydroxypregn─4─ene─3,20─dione)
Lynestrenol(INN)

黃體素

17α─乙炔─求偶─[4]─烯─[17β]─醇
(17α─ethynyloestr─4─ene─17β─ol)
Medroxyprodesterone(INN)

黃體素

17α─羥─6α─甲基─妊娠─[4]─烯─[3,20]─二酮
(17α─hydroxy─6α─methylpregn─4─ene─3,20─dione)
Megestrol(INN)

黃體素

17α─羥─6─甲基─妊娠─[4,6]─二烯─[3,20]─二酮
(17α─hydroxy─6─methylpregna─4,6─diene─3,20─dione)
Mestanolone(INN)

組成作用

17β─羥─17α─甲基─5α─雄─[3]─酮
(17β─hydroxy─17α─methyl─5α─androstan─3─one)
Mesterolone(INN)

雄性激素

17β─羥─1α─申基─5α─雄─[3]─酮
(17β─hydroxy─1α─methyl─5α─androstan─3─one)
Mestranol(INN)

動情素

17α─乙炔基─3─甲氧基─妊娠─[1,3,5\SM;\F8210;\RF;]─三烯─[17β]─醇
(17α─ethynyl─3─methoxyoestra─1,3,5\SM;\F8210;\RF;─trien─17β─ol)
Metandienone(INN)

新代作用

(17β─羥─17α─甲基─雄─[1,4]─二烯─[3]─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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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β─hydroxy─17α─methylandrosta─1,4─dien─3─one)
Metenolone(INN)

組成作用

17β─羥─1─甲基─5α─雄─[1]─烯─[3]─酮
(17β─hydroxy─1─methyl─5α─androst─1─en─3─one)
Methandriol(INN)

組成作用

17α─甲基─雄─[5]─烯─[3β,17β]─二醇
(17α─methylandrost─5─ene─3β,17β─diol)
2─Methylhydrocortis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2β─甲基─妊娠─[4]─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2β─methylpregn─4─ene─3,20─dione)
6α─Methylhydrocortisone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6α─甲基─妊娠─[4]─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6α─methylpregn─4─ene─3,20─dione)
甲基新睪丸素酮(Methylnortestosterone)

黃體素

17β─羥─17α─甲基─求偶─[4]─烯─[3]─酮
(17β─hydroxy─17α─methyloestr─4─en─3─one)
17α─甲基求偶二醇(17α─methyloestradiol)

雌性激素

17α─甲基─求偶─[1,3,5\SM;\F8210;\RF;]─三烯─[3,17β]─二醇
(17α─methyloestra─1,3,5\SM;\F8210;\RF;─triene─3,17β─diol)
Methylprednis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6α─methylpregna─1,4─diene─3,20─dione)
甲基睪丸素酮(INN)(Methyltestosterone)

雄性激素

17β─羥─17α─甲基─雄─[4]─烯─[3]─酮
(17β─hydroxy─17α─methylandrost─4─en─3─one)
Nandrolone(INN)

組成作用

17β─羥─求偶─[4]─烯─[3]─酮
(17β─hydroxyoestr─4─en─3─one)
Norethandrolone(INN)

組成作用

17α─乙基─17β─羥─求偶─[4]─烯─[3]─酮
(17α─ethyl─17β─hydroxyoestr─4─en─3─one)
Norethisterone(INN)

黃體素

17α─乙炔─17β─羥─求偶─[4]─烯─[3]─酮
(17α─ethynyl─17β─hydroxyoestr─4─en─3─one)
Noretynodrel(INN)

黃體素

17α─乙炔─17β─羥─求偶─[5（10）]─烯─[3]─酮
(17α─ethynyl─17βhydroxyoestr─5（10）─en─3─one)
Norgestrel(INN)

黃體素

13β─乙基─17α─乙炔基─17β─羥─gon─[4]─烯─[3]─酮
(13β─ethyl─17α─ethynyl─17β─hydroxygon─4─en─3─one)
Normethandrone─見甲基新睪丸素酮(methylnortestoster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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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estosterone─見 Nandrolone
Oxabolone(INNM)

組成作用

4,17β─二羥─求偶─[4]─烯─[3]─酮(4,17β─dihydroxyoestr─4─en─3─one)
Oxymesterone(INN)

組成作用

4,17β─二羥─17α─甲基─雄─[4]─烯─[3]─酮
(4,17β─dihydroxy─17α─methylandrost─4─en─3─one)
Oxymetholone(INN)

組成作用

17β─羥─2─羥亞甲基─17α─甲基─5α─雄─[3]─酮
(17β─hydroxy─2─hydroxymethylene─17α─methyl─5α─androstan─3─one)
Parametha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6α─氟─11β,17α,21─三羥─16α─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6α─fluoro─11β,17α,21─trihydroxy─16α─methylpregna─1,4─diene─3,20─dione)
Prasterone(INN)

雄性激素

3β─羥─雄─[5]─烯─[17]─酮
(3β─hydroxyandrost─5─en─17─one)
Prednis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妊娠─[1,4]─二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pregna─1,4─diene─3,20─dione)
Prednis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7α,21─二羥─妊娠─[1,4]─二烯─[3,11,20]─三酮
(17α,21─dihydroxypregna─1,4─diene─3,11,20─trione)
Prednylide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11β,17α,21─三羥─16─亞甲基─妊娠─[1,4]─二烯─[3,20]─二酮
(11β,17α,21─trihydroxy─16─methylenepregna─1,4─diene─3,20─dione)
Pregnen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3β─羥─妊娠─[5]─烯─[20]─酮
(3β─hydroxypregn─5─en─20─one)
妊娠素(Progesterone)(INN)

黃體素

妊娠─[4]─烯─[3,20]─二酮(pregn─4─ene─3,20─dione)
Stanolone─見 androstanolone
睪丸素酮(Testosterone)(INN)

雄性激素

17β─羥─雄─[4]─烯─[3]─酮
(17β─hydroxyandrost─4─en─3─one)
Tiomesterone(INN)

組成作用

1α,7α─二(乙醯硫基)─17β─羥─17α─甲基─雄─[4]─烯─[3]─酮
(1α,7α─di(acetylthio)─17β─hydroxy─17α─methylandrost─4─en─3─one)
Triamcinolone(INN)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

9α─氟─11β,16α,17α,21─四羥─妊娠─[1,4]─二烯─[3,20]─二酮
(9α─fluoro─11β,16α,17α,21─tetrahydroxypregna─1,4─diene─3,20─d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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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前列腺素、前列凝素、白三烯素，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這些產品是二十碳（烷）酸的衍生物
（1）前列腺素
最重要的二十碳（烷）酸衍生物是前列腺素，其係以極少量即可作用為荷爾蒙的內生物質，且含 prostanoic
酸基本結構式。前列腺素影響血液循環、腎功能及內分泌系統（例如，以黃體來減少黃體脂酮的製造）。
它們也會刺激平滑肌的收縮及血管的擴張，防止血小板凝結及調節胃液分泌。這些包括下列前列腺素、其
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a）Alprostadil（INN）（前列腺素 E1），係結晶自生物萃取物之前列腺素，它用作血管擴張劑，也作用於
刺激在腎臟皮質中紅血球素的釋放，及抑制血小板凝結。
（b）Alfaprostol（INN），是一種合成前列腺素結構式類似物，用於雌性馬類動物不孕症的治療。
（c）Tilsuprost（INN），是一種前列腺素結構式類似物，其中一個氧原子及一個碳原子分別被一個氮及硫原
子取代，並連成環狀結構。
這類也包括其他合成產品諸如 prostalene（INN），dinoprost（INN）等，仍保留天然產品的基本結構式，
並具有類似的生理能力。
（2）前列凝素、白三烯素
前列凝素、白三烯素，像前列腺素一樣，由二十碳（烷）酸在細胞內合成，雖然其功能和前列腺素相
當，且其結構式非常地相似，但它們不含有 prostanoic 酸的基本結構式。前列凝素是由前列腺素以生化合成
衍生出來。其導致血小板凝結及動脈緊縮，是聚不飽和脂肪酸作用的重要調節器。白血球三烯類是源自白
血球及其共軛三烯結構而得名，它們是強力支氣管壓縮劑，且在高度反應中扮演重要角色。
（a）前列腺素 B2，是血管壓縮劑、支氣管壓縮劑及血小板凝結的誘導劑。
（b）白三烯素 C4，經發現其比組織胺或前列腺素在肺部空氣流通的效應上強過 100 至 1000 倍。

（D）其他荷爾蒙
歸列在這裡的其他荷爾蒙，其結構式不同於上述的荷爾蒙，褪黑激素(melatonin)是一例子，其存在於松果腺體
中，可視為吲哚的衍生物。歸列在這裡的其他荷爾蒙如下：
（1）兒茶酚胺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類似物
這類荷爾蒙包括存在於腎上腺體髓質區的荷爾蒙。
（a）腎上腺素（INN）【腎上腺素或（-）-3,4-二羥-α-[（甲基胺）甲基]苯基醇】及消旋腎上腺素（INN）
【（±）-3,4-二羥-α-[（甲基胺）甲基]苯基醇】，這兩種荷爾蒙結構式的化學名均為 1-（3,4 二羥苯基）
-2-甲基胺乙醇。腎上腺素是一種淡棕色或近乎白色結晶粉末，會受光影響，可微溶於水和有機溶劑。
它可由馬的腎上腺體提取，但大部分來自合成。它是一種高血壓荷爾蒙，刺激交感神經，來增加血液
中之血球數及血糖量，它也具有強烈的血管壓縮作用。
（b）原腎上腺素（INN）（levarterenol，新腎上腺素或（-）-2-胺基-1-（3,4-二羥苯基）乙醇），新腎上腺素
是白色結晶體，溶於水，它的生理活性介於腎上腺素及麻黃鹼之間。
（2）胺基酸衍生物
（a）左旋甲狀腺素（INNM）及 DL-甲狀腺素【3-[4-（4-羥-3,5-二碘苯氧基）-3,5-二碘苯基]丙胺酸或 3,5,3’,5’四碘甲狀腺胺酸】。甲狀腺素是由甲狀腺體抽取或由合成而得。它是一種芳香族胺基酸，為白色或淡
黃色結晶，不溶於水或任何一般溶劑。它增加基本的代謝速率及氧的消耗，作用於交感神經系統，控
制蛋白質及脂肪的作用，並補充器官中碘的不足；用於治療甲狀腺腫及矮呆症。這種左旋異構物是活
性形態，它的鈉鹽為一種白色粉末，微溶於水，具有類似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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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othyonine（INN）及 Rathyronine（INN）（DL-3,5,3’-三碘甲腺狀胺酸）【3-[4-（4-羥-3-碘苯氧基）-3,5二碘苯基]丙胺酸】。三碘甲狀腺胺酸也是由甲狀腺體抽取而得，其生理活性較甲狀腺素強。

不列入本節之貨品
本節不包括：
（1）不具有荷爾蒙效應，但具有荷爾蒙類似的結構式：
（a）雄甾─5─烯─3α,17α─二醇，雄甾─5─烯─3α,17β─二醇 (第 29.06 節)及其二醋酸酯(第 29.15 節)。
（b）腎上腺酮(INN)(3',4'─二羥基─2─甲胺基苯乙酮) (第 29.22 節)。
（c）歸入第 29.22 節之下列產品：
（i）2─胺基─1─(3,4─二羥苯基)丁─1─醇)]
（ii）異腎上腺素(INN)(2─胺基─1─(3,4─二羥苯基)丙─1─醇 , 3,4─二羥基新麻黃鹼，高去甲腎上
腺素（homoarterenol)。
（iii）去氧腎上腺素【去氧副腎素，1─(3,4─二羥苯基)─2─甲基胺基乙烷，擬腎上腺素)。
（iv）3',4'─二羥基─2─乙胺基苯乙酮(4─乙基胺基乙醯基兒茶酚)。
（v）1─(3,4─二羥苯基)─2─甲基胺基丙─1─醇(3,4─二羥麻黃鹼)。
（vi）(±)─N─甲基腎上腺素【(±)─1─(3,4─二羥苯基)─2─二甲基胺基乙醇，變副腎素，(±)─N─甲
基副腎素】。
（2）具有荷爾蒙效應，但不具有荷爾蒙類似的結構式：
（a）二烯雌素醇(Dienestrol)(INN)(3,4─雙(對─羥苯基)─己─2,4─二烯 (第 29.07 節)。
（b）己烯雌素醇(Hexestrol)(INN)(3,4─雙(對─羥苯基)─己烷) (第 29.07 節)。
（c）二乙基人造春情素(Diethylstibestrol)(INN)(反─3,4─雙(對─羥苯基)己─3─烯) (第 29.07 節)，其二甲基
醚(第 29.09 節)，其二丙酸酯(第 29.15 節)和其氟酸鹽(第 29.32 節)。
（d）Clomifene（INN）（抗雌激素）（第 29.22 節）。
（e）Tamoxifen（INN）（抗雌激素）（第 29.22 節）。
（f）Flutamide（INN）（抗雄激素）（第 29.24 節）。
（g）內春情素拮抗物，諸如 darusentan（INN）（第 29.33 節）， atrasentan（INN）（第 29.34 節）及 sitaxentan
（INN）（第 29.35 節）。
（3）具有荷爾蒙效應的天然物質，但不是自人類或動物所分泌：
（a）Zearalenone，一種合成代謝劑（第 29.32 節）。
（b）Asperlicin，一種 cholecistoquinine 抗拮者（第 29.33 節）。
（4）下列產品有時被認為是荷爾蒙，但並不具有真正荷爾蒙之活性。
（a）胱胺酸，半胱胺酸及其鹽酸鹽(第 29.30 節)。
（b）蛋胺酸及其鈣鹽(第 29.30 節)。
（c）神經傳遞素及神經調節素，諸如孕烯醇酮(sepranolone) （第 29.14 節）、多巴胺（第 29.22 節）、乙醯
膽鹼（第 29.23 節）、血清素(5-羥色胺或 5-羥基-3-(β-胺基乙基)吲哚)(第 29.33 節)、組織胺(第 29.33
節)及相關產品，諸如它們的接受體促效物及拮抗物。
（d）抗白血病因子（人類）成長因子 emfilermin(INN)(第 29.33 節)及纖維母細胞成長因子 repifermin(INN)(第
29.33 節)。
（e）NMDA(N-甲基-D-天門冬胺酸)接受體拮抗物，諸如 lanicemine(INN)(第 29.33 節)及 nebostinel(INN)(第 29.24
節)。
（f）肝素(第 30.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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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改質免疫產品（第 30.02 節）。
（5）植物生長調節劑(例如植物荷爾蒙)，不論為天然或合成的，歸列如下：
（A）未混合或非零售包裝者，按其化學組成歸列，例如：
（a）α─奈乙酸及其鈉鹽(第 29.16 節)。
（b）2,4─二氯苯氧基醋酸(2,4─D)，，2,4,5-T(ISO)( 2,4,5-三氯苯氧乙酸)及 4─氯─2─甲基─苯氧基醋
酸(MCPA)(第 29.18 節)。
（c）β─吲哚醋酸及鈉鹽(第 29.33 節)。
（B）製成零售形狀、包裝或配製劑或成品者，歸入第 38.08 節。
（6）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之拮抗物，依其結構歸列(例如塞曲司特(seratrodast) (INN) (第 29.19 節)及孟魯司特
(montelukast) (INN) (第 29.33 節))。
（7）腫瘤壞死因子之拮抗物，例如阿喹司特(ataquimast)(INN) (第 29.33 節)。
（8）第 30.02 節之免疫產品。
（9）屬於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醫藥製劑，特別是「阻滯胰島素」（鋅─胰島素、魚精蛋白─鋅胰島素、血球蛋
白─胰島素、鋅─血球蛋白胰島素、組蛋白(histone)─胰島素）。

。
。。

目註解：
第 2937.11 至 2937.19 目
這些目包括含兩個或更多胺基酸之胜肽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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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分章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苷及生物鹼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總

則

在本章所稱：「衍生物」，是指化學化合物其可自相關之節的起始化合物製得，且保有這些原化合物的主要
特性者，包括它的基本化學結構。

29.38-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苷及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2938.10-芸香苷（蘆亭）及其衍生物
2938.90-其他
苷類主要存在於植物界。通常在酸、鹼或酶的作用下會分成解成糖的部分及非糖的部分。它們是經由糖之對
掌性碳原子（anomeric carbon）相互結合起來。但第 29.40 節之產品，例如牛痘寧、金縷梅他寧，則不視為苷類。
在自然界最常見的苷類是氧苷，其糖部分和非糖部分通常以縮醛基鍵結。然而，自然界中尚有氮苷、硫苷及
碳苷，其糖之對掌性碳原子分別經由氮原子、硫原子及碳原子而與非糖部分鍵結（例如，卡西汀（氮苷）、黑芥
子苷（硫苷）、蘆薈素（碳苷））。非糖部分有時藉一酯團與糖鍵結。
糖苷一般為固體，無色之化合物；作為植物的體內貯備物質或刺激物。甚多用於治療方面。
（1）芸香苷（蘆亭），存在於多種植物中，特別是蕎麥 (如下 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 Polygonaceae)，在其
中約含 3％（以乾重算）。
（2）毛地黃糖苷。存在於指頂花屬（如：D.lanata,D.purpurea）之植物中。在醫藥方面極為重要，如用作強心劑。
本組包括毛地黃毒苷，白色結晶粉末，無味極毒；異羥基洋地黃毒苷，洋地黃皂苷，毛地黃之肥皂素，用
作化學之試劑。
（3）甘草苷及甘草苷鹽。存在於甘草根內；無色結晶。甘草苷銨鹽為紅棕色塊狀體，用於配製飲料。亦用於醫
藥。
（4）毒毛旋花子苷，存在於康吡前屬多種植物之內；為非常有效之強心劑。若干已知者包括鳥本箭毒苷或苦毛
旋花子苷，無色結晶體；極毒。
（5）植物皂素配質。不定形配糖類，植物內含量相當豐富；具有催嚏性質。其水溶液一經搖動即起泡沫。用於
醫藥、清潔劑之製造及泡沫滅火器。
（6）蘆薈素，存在於蘆薈之葉中。
（7）杏仁苷，包含於苦杏仁及各種果實核中；用為化痰劑。
（8）楊梅葉苷，包括於楊梅葉中；用為利尿劑。
（9）黑芥子素，存在於黑芥子及菜之根內。用於醫藥。
本節也包括某些天然或人工再生苷類之單寧衍生物。
本節亦包括糖苷及其衍生物之天然混合物（例如含有紫尿素苷Ａ及紫尿素苷Ｂ，洋地黃毒苷，毛地黃葉苷，
及妥羅等之毛地黃苷的天然混合物）；但人工混合物或製劑除外。
本節亦不包括：
（1）核苷及核苷酸（第 29.34 節）；
（2）植物鹼（例如，蕃茄素）（第 29.39 節）；
（3）非天然之苷類（不包括第 29.37 或 29.39 節之製品），其苷鏈係一藉對掌性碳原子醚化而產生之縮醛官能基
（α─甲基葡萄糖苷、tribenoside(INN)）（第 29.4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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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抗生素（例如，toyocamycin）（第 29.41 節）。

29.39-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生物鹼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鴉片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11--罌粟草膏；丁基原啡因（INN）、可待因、二氫可待因（INN）、乙基嗎啡、愛托
啡因（INN）、海洛因、二氫可待因酮（INN）、二氫嗎啡酮（INN）、嗎啡、菸鹼
醯嗎啡（INN）、羥基可待因酮（INN）、羥二氫嗎啡酮（INN）、福可汀（INN）、
蒂巴康（INN）及蒂巴因；其鹽類
2939.19--其他
2939.20-金雞納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30-咖啡鹼及其鹽類
-麻黃鹼類及其鹽類：
2939.41--麻黃鹼及其鹽類
2939.42--假麻黃鹼(INN)及其鹽類
2939.43--去甲假麻黃鹼（INN）及其鹽類
2939.44--新麻黃鹼及其鹽類
2939.49--其他
-茶鹼及胺非林（乙二胺茶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51--芬乃他林（INN）及其鹽類
2939.59--其他
-麥角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61--麥角新鹼(INN)及其鹽類
2939.62--麥角胺(INN)及其鹽類
2939.63--麥角酸及其鹽類
2939.69--其他
-其他，植物性來源：
2939.71--古柯鹼、愛哥寧、左旋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INN）、外消旋甲基安非
他命；其鹽類、酯類及衍生物
2939.79--其他
2939.80-其他
此一類鹼係複雜的有機鹼；具極強之生理作用。有時可以合成法製造。均微有毒性。
本節包含未混合植物鹼及天然混合物之植物鹼（如藜蘆鹼或全部的鴉片鹼）；但人工混合物或製劑除外。本
節亦不包括樹液與植物萃取物，如鴉片之乾樹液（第 13.02 節）。
本節包括鹼之衍生物，不論其為加氫、去氫、加氧、去氧者及任何鹼之衍生物，一般說來自一植物鹼的衍生
物與其之天然植物鹼在構造上非常相似。

（A）鴉片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嗎啡，存在於鴉片內，無色結晶；係強烈麻醉劑；極毒。
（2）二氫化嗎啡，desomorphine (INN)（二氫脫氧嗎啡）、氫化嗎啡(INN)（二氫化嗎啡酮）及美多朋(INN)（metopon,5
─甲基二氫化嗎啡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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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乙醯嗎啡（海洛因），晶狀白色粉末；用作鎮定劑以代替甲基嗎啡及嗎啡。
（4）乙基嗎啡，晶狀白色粉末，無味；內服用作催眠劑及鎮痛劑，外科用作麻醉劑。
（5）可待因(Codeine)（甲基嗎啡，一甲基嗎啡醚）。與嗎啡共同存在於鴉片中。結晶體；為代替嗎啡之鎮定劑。
（6）二氫化可待因(INN)，氫化可冬(INN)（二氫化可待因酮），氧代可冬(INN)（二氫可待因酮）。
（7）阿片素(Narceine)，二級鹼，存在於鴉片中；結晶體；作為催眠劑及鎮定劑。
（8）那可汀(Noscapine)(INN)(Narcotine)，二級鹼；存在於鴉片中；結晶體；較嗎啡之效力為弱，僅有微毒。
（9）科他寧(Cotanine & hydrocotarnine)，由那可汀衍生。
（10）罌粟鹼(Papaverine)，二級鹼；存在於鴉片中；結晶體，具麻醉及鎮定作用，但效力較嗎啡為弱。
（11）鹽酸艾莎維寧(Ethaverin ehydrochloride)(INNM)〔1─(3,4─二乙氧苯基)─6,7 ─二乙氧異喹啉鹽酸〕。
（12）鴉片鹼(Thebaine)，二級鹼；存在於鴉片中；結晶體；無味；有毒。
（13）罌粟草膏，是一種自部分的罌粟植物(Papaver somniferum)經萃取而得的天然生物鹼混合物，再經純化過程，
且其生物鹼重量百分比至少 50%者。
鴉片鹼衍生物，倘其保留環氧架橋（epoxy-bridge）之嗎啡結構（無論是否氫化），則歸屬本節。

（B）金雞納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奎寧，存在於各種金雞納屬植物之樹皮，特別指棕金雞納樹(Cinchona officinalis)、黃金雞納樹(Cinchona Calisaya)
及紅金雞納樹(Cinchona succirubra)等之樹皮。結晶狀白色粉末。奎寧及其鹽類對於血中原蟲之原生質均有癱
瘓作用，故用作退熱及抗瘧疾劑。
（2）奎寧丁，存在於金雞納屬之樹皮中。結晶體；可由金雞納硫酸鹽母液中萃取。
（3）金雞納素，存在於金雞納樹皮之鹼類中，其重要性僅次於奎寧；結晶體。
（4）金雞納丁，存在於金雞納樹皮內；結晶體。
（5）鞣酸奎寧。

（C）咖啡鹼及其鹽類
咖啡鹼、由咖啡豆、茶及柯拉果(cola)內萃取而得；或以合成法製成。絲狀晶體；用於醫藥。

（D）麻黃鹼及其鹽類
（1）麻黃鹼(Ephedrine)，含於 Ephedra vulgaris，亦可由合成製得；無色晶體，用於醫藥。
（2）甲基麻黃鹼(Methylephedrine)。
（3）腎上腺激導素(Etafedrine)(INN)
（4）新麻黃鹼(Norephedrine)。
（5）假麻黃鹼(Pseudoephedrine)(INN)。

（E）茶鹼及胺非林（乙二胺茶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茶鹼，存在於茶葉內，亦可合成製得。結晶體，常用於利尿。乙基二胺茶鹼亦同。

（F）麥角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麥角新鹼(INN)(9,10─去二氫─Ｎ─〔（ｓ ）─2─羥基─1─甲基乙基〕─6─甲基麥鹼─8β─羧胺）（麥
角諾文），四面體或細針形結晶體，用做催生劑及生產分解麥角鹼酸二乙基胺(INN)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
尾之前驅物清單），其重要衍生物為麥角新鹼馬來酸鹽，亦為麥角諾文馬來酸鹽。
（2）麥角胺(INN)(12'─羥基─2'─甲基─5'α─（苯甲基）麥角胺─3',6',18─三酮），用做血管收縮劑及生產分解
麥角鹼酸二乙基胺(INN)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之前驅物清單），其主要衍生物包括麥角胺琥珀酸鹽及麥角
－ 401－

Ch.29
胺潘石酸鹽。
（3）麥角酸（9,10─去二氫─6─甲基麥鹼─8─羧酸），以鹼水解麥角鹼而成，亦可由 Claviceps paspali 製造；其
結晶為六角片形或鱗形，用做精神模擬劑及生產分解麥角鹼酸二乙基胺(INN)之前驅物（見第 29 章末之前驅
物清單）。
（4）其他麥角鹼類，例如麥角僧，麥角山脊亭寧，麥角隱亭，麥角考寧和甲基麥角新鹼。

（G）菸鹼（尼古丁）及其鹽類
菸鹼（尼古丁），存在於煙葉之鹼；亦可由合成製得。曝露於空氣則較棕色；具有特殊刺激味。為一種強鹼，
有毒，形成結晶鹽；用於植物之殺黴菌及殺蟲劑。

（H）其他植物鹼及其衍生物及鹽類
（1）檳榔苷(Arecoline)，為存在於檳榔子中之鹼。
（2）附子素(Aconitine)，為最著名之劇毒物之一種；由 Aconitusnapellus 之乾根中萃取而得，用於醫藥作為強烈之
鎮定劑。
（3）毒扁豆鹼(Physostigmine)，存在於毒扁豆中；無色結晶體，曝露於空氣則轉紅黃色；用於醫藥。
（4）毛果芸香鹼(Pilocarpine) ，為毛果芸香(Pilocarpus joborandi)中之主要鹼；無色塊狀物，曝露於空氣中則轉棕色。
毛果芸香鹼及其鹽用於醫藥（刺激出汗）及眼科；以及配製生髮劑用。
（5）金雀花鹼(Sparteine)，存在於金雀花中之鹼；無色液體。金雀花素硫酸鹽係用作心臟刺激劑。
（6）顛茄鹼(Atropine)，主要得自顛茄曼陀羅花；亦可以合成法製成；結晶體；有劇毒，能使眼睛之瞳孔放大。
（7）同系顛茄鹼(Homatropine)，無色晶體；與顛茄鹼之化學及生理作用相同。
（8）菲沃斯鹼(Hyoscyamine)；存在於 Atropa belladonna 屬及無數鬧羊花屬(Hyoscyamus)植物中。無色結晶體；毒性
大，其鹽（如硫酸鹽、氫溴酸鹽）均用於醫藥。
（9）莨菪鹼(Scopolamine)，存在於 Datura 屬之多種植物中；無色黏狀液體或無色結晶體。其鹽類（如氫溴酸鹽及
硫酸鹽）為結晶體；用於醫藥。
（10）秋水仙素(Colchicin)，存在於 Colchicum autumnale 植物中。膠狀塊，黃色粉末，結晶體或薄片；用於醫藥；
極毒。
（11）綠藜薈素(Veratrine)，為一種天然混合鹼，係由 Sabadilla 種子中萃取而得；不定形白色粉末，具吸濕性、刺
激性及高度催嚏性，有毒；用於醫藥。
（12）綠藜蘆鹼(Cevadine)，相當於結晶之綠藜蘆素。
（13）古柯鹼，結晶體；萃取自某數種古柯之葉，特別是 Erythroxulum coca 葉。亦可以合成法製成。市面上之粗
製古柯鹼絕無純的，其含鹼量約在 80％至 94％之間；此種型態者仍屬本節，其水溶液呈鹼性反應；可形成
多種鹽，為強力麻醉劑。
（14）吐根鹼(Emetine)，存在於油拉古根(Uragoga ipecacuanha)。不定形白色粉末，曝露於空氣則轉黃色；用法袪
痰劑及催嘔劑。其鹽用為抗阿米巴赤痢疾。
（15）番木鱉鹼(Strychnine)，萃取自 Strychnos 屬之各種植物(nux vomica, St. Ignatius beans)。絲狀結晶；具劇毒。形
成結晶鹽，用於醫藥。
（16）可可豆素(Theobromine)，萃取自可可豆或合成製成。結晶狀白色粉末，用於醫藥作為利尿及強心劑。
（17）胡椒鹼(Piperine)，由胡椒(Piper nigrum)內萃取；結晶體。
（18）毒芹鹼(Coniine)，存在於毒芹，亦可由合成製得。為無色油狀具有刺激味之液體；劇毒；用於醫藥。
（19）枯拉鹼(Curarine)；由枯拉萃取；用於醫藥。
（20）紫菜鹼(Porphyrine)（植物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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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蕃茄素(Tomatine)。
（22）贗鹼鞣酸酯（鞣酸白工菜鹼，鞣酸秋水仙鹼，鞣酸石榴皮鹼等）。
（23）甲種北美黃連鹼(Hydrastine)。
（24）乙種北美黃連鹼(Hydrastinine)。
（25）氫代乙種北美黃連鹼。
（26）氧代乙種北美黃連鹼。
（27）水解龍癸鹼(Tropine)〔龍癸鹼─〔3〕─醇〕。
（28）托品酮(Tropinone)（水解龍癸鹼酮）。
（29）瑟法亞林(Cephaeline)。
（30）甲基安非他命(metamfetamine)(INN)〔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N─甲基安非他命，去氧麻黃鹼，
2─甲胺基─1─苯基丙烷〕。

（IJ）非植物性來源之其他生物鹼
非植物性生物鹼在某些類型的真菌例如光蓋傘屬(Psilocybe)之裸蓋菇素(psilocybin)，或動物，例如某些蟾蜍皮
膚之蟾毒色胺(bufotenin)中發現。許多海洋有機體也含有生物鹼。
（1）真菌生物鹼：鮮綠青素(Viridicatin)(鮮綠青黴(Penicillium viridactum))；3,4-橋環吲哚類生物鹼 A(Rugulovasine
A)(青黴鹼)；葚孢菌素 A(sporidesmin A)(造成動物葚孢黴菌性濕疹(pithomycotoxicosis)之毒素)；細胞鬆弛素
b(cytochalasin b)；殺魚菌素 B4(teleocidin B4) (吲哚生物鹼腫瘤促發劑)；青黴震顫素 D(penitrem D)(震顫真菌毒
素(tremorgenic mycotoxin))；異煙棒麯黴素(roquefortine)(藍黴乾酪)。
（2）動物生物鹼: 青蛙毒(histrionicotoxin)(南美箭毒蛙螺哌啶(spiro piperidine))；蠑螈鹼(samandarine)；地棘蛙素
(epibatidine)；海狸胺(Castoramine)及麝香吡啶(muscopyridine)(由麝（香）鹿及加拿大河狸分離出)
（3）昆蟲生物鹼：瓢蟲素(Coccinelline)(甲蟲)、吡嗪類(pyrazine)、斑蝶素(danaidone)(非洲帝王蝶費洛蒙(African
Monarch butterfly pheromone))、球馬陸鹼(glomerine)(歐洲馬陸(European millipede))、豆甲蟲鹼(epilachnene)(墨西
哥豆甲蟲氮雜大環內酯)、24 斑點瓢蟲鹼(subcoccinella 24-punctata)(苜蓿瓢蟲(24 斑點瓢蟲))
（4）海洋生物鹼：海鞘素(Varacin)(海鞘)、manzamine (沖繩海綿)、convolutamine D (苔蘚動物)、魨鹼(tetrodotoxin)(日
本河豚)、蕈狀海鞘素(Eudistomin)(主要由海洋被囊動物中蕈狀海鞘屬(the genus Eudistoma)分離)。
（5）細菌生物鹼：在自然界非常稀少。procyanine。
*
**
本節中某些在國際文書上被列為麻醉藥物或精神性藥物者被列於第二十九章末之表中。

－ 403－

Ch.29

－404 －

Ch.29
第十三分章
其他有機化合物

29.40-化學級糖類（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糖除外）
；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及其鹽類
（第 29.37，29.38 及 29.39 節之產品除外）。
（A）化學級純糖類
本節僅包括化學級純糖類，所稱「糖類」包括單醣、雙醣及寡醣。每一醣單元須至少由四個但不超過八個碳
原子組成，且至少須含具還原電位之羰基（醛式或酮式），及至少一個非對稱碳原子上連接有羥基及氫原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蔗糖；即使為化學級純糖亦列入第 17.01 節。
（b）葡萄糖及乳糖；即使為化學級純糖亦列入第 17.02 節。
（c）麥芽糖，即使為化學級純糖亦列入第 17.02 節。蔗糖異構物。結晶塊。用於醫藥。
（d）果糖，即使為化學級純糖亦列入第 17.02 節。含葡萄糖之異構物，純者為黃色結晶體，用於醫藥（供尿糖病
患之食物）。
（e）丁醇醛（第 2912 節）及乙醯甲基甲醇（3-羥基-2-丁酮）（第 2914 節），雖然它們符合醣單元之基準，但不
是醣類。
下列化學級純糖類歸屬本節：
（1）半乳糖。含葡萄糖之異構物。由乳糖水解而得。存在於果膠及植物膠中。純者為結晶體。
（2）山梨糖。含葡萄糖之異構物。白色結晶體粉末，甚溶於水。用於維他命Ｃ之合成及製備培養基。
（3）戊醛糖（木糖）（C5H10O5）。白色結晶體。用於醫藥。
（4）海藻糖，為蔗糖之異構物。核糖及阿拉伯糖，為木糖之異構物。棉子糖（C18H32O16）。巖藻糖、鼠李糖（C6H12O5）、
毛地黃毒素糖（C6H12O4）及其他脫氧糖類。這些糖類本質上都是實驗室產品。
歸入本節之醣類得為水溶液形態。

（B）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及其鹽類
第 29.40 節也包括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及其鹽類。糖縮醛可由糖的兩個氫氧基間或由環糖對掌性碳原子
（anomeric carbon）形成而產生之配醣物。但天然配醣物不包括在內（第 29.38 節）。糖醚、糖縮醛及糖酯如構成
第 29.37、29.38 及 29.39 節或比第 29.40 節以後各節所列產品，亦排除在外（見註解總則第(Ｅ)部分）。
此類產品不論其是否為化學級者均歸屬本節，並包括下列各項：
（1）氫氧丙基蔗糖。即一種糖醚。
（2）糖類之磷酸酯（例如葡萄糖及果糖磷酸脂）及其鹽類（例如其鋇、鉀等之鹽類）。晶體或不定形粉末，用
於有機合成。
（3）蔗糖八醋酸酯。白色吸濕性粉末。用作酒精之變性劑，配製粘著劑，塑性劑及殺蟲劑，亦用於造紙工業，
及織物之上漿。
（4）蔗糖單醋酸酯，具表面活性。
（5）蔗糖醋酸異丁酸酯，用作油漆之修飾劑。
（6）Lactiol（INN）（4-鄰-β-D-呋喃半乳-D- gluctol）,用作甜味劑。
（7）非天然苷化合物（第 29.37、29.38、29.39 節之產品除外），其苷鏈是由對掌性碳原子上的醚化作用所生成的
一種縮醛基（如：α─甲基苷，Tribenoside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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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節並不包括糖醚、糖縮醛、糖酯或其鹽類之人工混合物，亦不包括原料中所含非糖類成分為混合物
（例如，由第 38.23 節之脂肪酸製成之糖酯）之人工配製或製造產品。此外本節亦不包括糖酐、硫化糖、胺基糖、
糖醛酸及其他糖衍生物，它們一般均依其化學結構歸入第 29 章之其他節。

29.41-抗生素。
2941.10-青黴素及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其鹽類
2941.20-鏈黴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41.30-四環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41.40-氯絲菌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41.50-紅絲菌素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41.90-其他
抗生素是由多種微生物分泌而得之物質，具有撲殺其他微生物或抑制他們生長之用。主要對致病微生物，特
別是細菌或黴菌，有時對腫瘤亦有抑制作用。在血液中每毫升幾毫克之濃度便具有效力。
抗生素可以為單一物質或一些相關物質，其化學結構可能已知也可能是未知或符合化學定義。在化學性質彼
此不同，所包括者如下：
（1）雜環物，例如：奴佛拜歐辛(novobiocin)，頭狀苞素(cephalosporins)、鏈絲菌素(streptothricin)、faropenem(INN)、
doripenem(INN)、monobactams(例如 aztreonam(INN))。最重要者為配尼西林，係多種配尼西林菌所分泌之產物。
亦包括普魯卡因配尼西林。
（2）與糖相關物，例如鏈黴素。
（3）四環黴素及其衍生物，例如：氯四環黴素、氧四環黴素。
（4）氯黴素及其衍生物，例如，thiamphenicol 和氟甲磺氯黴素。
（5）長絲菌素(Macrolides)，如紅黴素，兩性菌素Ｂ，短期菌素。
（6）多胜肽，例如：放射菌素、枯草桿菌素、滅格蘭菌素(gramicidins)、酪毛黴素(tyrocidin)。
（7）其他之抗生素，如抗癌黴素(Sarkomycin)、釩黴素(Vancomycin)。
本節亦包括用化學方法，改質過後可使用之抗生素。此類抗生素可由微生物產生之成分分離出來，然後利用
化學反應改變其構造或添加側鏈到先驅體再加入培養基內，致使利用細胞所要的 group 組合成我們所要的分子（半
合成配尼西林）或利用生物合成（如從特別選定之胺基酸製成配尼西林）。
經合成方法製成之天然抗生素（例如氯黴素）列入本節中，某些極類似天然抗生素之合成產物且當做抗生素
使用者（例如硫胺苯醇）亦列入本節。
本節所稱之衍生物群係指具有活性的抗菌性化合物，它們得自本節的化合物及保留先驅化合物的主要特性，
包括它的基本的化學結構式。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於動物飼養（例如：乾燥及合於標準的完全菌體）之抗生素調製品（第 23.09 節）。
（b）具有非常低抗生素活性之有機化合物用作製造抗生素之中間體（根據結構本章前面數節）。
（c）具有抗菌作用，在本章前面數則稅則號別中之喹啉羧酸(quinolinecarboxylic acid)衍生物，硝基呋喃(nitrofuran)，
磺醯胺及其他有機化合物。
（d）人工混合之抗生素用作治療及預防等用途（例如，配尼西林及鏈黴素之混合物）（第 30.03 節或 30.04 節）。
（e）在抗生素製造中，以過濾及第一階段抽取之中間產物，通常其抗生素含量不超過 70％（第 38.24 節）。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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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41.10 目
本目包括所有的青黴素，其分子中含有盤尼（penin）或胺基-（4-羧基-5，5-二甲基-2-噻唑烷基）醋酸之β內
醯胺之 6-胺基盤尼西林酸骨架 skeleton）的所有具活性抗生素化合物，其內醯胺環之胺基藉由醯胺鍵與有機酸連
接者。這些不論是有機酸之結構或是在四氫噻唑環之羧基上所形成的鹽類或其他取代基，皆不影響分類。然而盤
尼（骨架）基本架構則應保持不變。
本目亦包括安比西林(INN)、安莫西林(INN)及酞氨西林(INN)。
然而，本目不包括含一種β-內醯胺環的其他抗生素，諸如頭孢子菌類抗生素(例如，西華樂林(INN)，西華克
樂(INN))，賜福力欣類(如，西福斯汀(INN))，氧青黴烯類，青黴烯類，碳青黴烯類等。

第 2941.20 目
鏈黴素衍生物是活性抗生素，在他們結構式中，其分子全由鏈黴素骨架的下列三種所組成：鏈黴胍和甲基葡
萄糖胺連接 5－deoxylyxose。在任何位置的酯，以及苷類，亦視為其衍生物。
本目亦包括二氫鏈黴素(INN)和鏈異煙肼(INN)。然而，未保留鏈黴胍(streptidine)二個脒基的布魯黴素，及包含
鏈黴胺衍生物的其他胺基苷類，諸如新黴素(INN)，均不視為鏈黴素的衍生物。

第 2941.30 目
四環素衍生物是活性抗生素，它的分子包含四環素骨架的部分氫化 4-二甲基胺基-萘並萘-2-甲醯胺。酯類亦
視為其衍生物。
本目亦包括氯四環黴素(INN) 、邇喏哇環素(eravacycline)(INN)和樂力四環素 (INN)，然而，魯比辛(rubicin)型
態的氨茴環黴素，諸如阿克拉黴素(INN)和杜薩魯比辛(INN)，不視為四環黴素衍生物。

第 2941.40 目
氯絲菌素衍生物是活性抗生素，它的分子包含氯絲菌素骨架的 N-(2-羥基-1-甲基-2-苯乙基)乙醯胺。
本目亦包括硫黴素(INN)和氟甲磺氯黴素(INN)，然而，乙醯氯黴素(INN)不屬於本群，因為它不具抗菌活性。

第 2941.50 目
紅絲菌素衍生物是活性抗生素，它的分子包含紅絲菌素骨架的下列所組成：13-乙基-13-十三交酯與去氧糖胺
和麥卡糖(或紅黴糖)連結。酯類亦視為其衍生物。
本目亦包括開羅理黴素(INN)和地紅黴素(INN)，然而，含有一個 15 原子的中心環的亞基索黴素(INN)和不含紅
黴糖或麥卡糖的苦黴素，不視為紅絲菌素衍生物。

29.42-其他有機化合物。
本節包括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而未列入其他節者。
（1）乙烯酮(ketene)類。如酮類一樣，具有碳基(

C＝0)之特性，但係以雙鍵連接於其鄰近之碳原子上者（例如，

乙烯酮、二苯基乙烯酮）。
然而，本節不包括屬於第 29.32 節內酯之二乙烯酮。
（2）三氟化硼與醋酸、乙醚或苯酚形成之錯合物。
（3）二碘化二麝香草酚(Dithymol di-iod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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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藥品及影響精神的藥物表
（依照藥物的字母順序排列）
Ⅰ、麻醉藥品由 1972 年修訂的 1961 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所控管
名稱
HS 目
乙醯托啡因(Acetorphine)(INN)
2939.19
乙醯托啡因鹽酸
2939.19
(Acetorphine hydrochloride)
乙醯二氫可待因(Acetyldihydrocodeine)
2939.19
鹽酸乙醯二氫可待因
2939.19
(Acetylidihydrocodeine hydrochloride)
乙醯美沙多(Acetylmethadol)(INN)
2922.19
2933.39
乙醯- -甲基吩坦尼
(Acetyl--methylfentanyl)
乙醯嗎啡(Acetylmorphine)
3-乙醯嗎啡(3-Acetylmorphine)
6-乙醯嗎啡(6-Acetylmorphine)
Alfentanil（INN）阿華吩坦尼
鹽酸阿華吩坦尼
Alfentanil hydrochloride
丙烯普魯汀(Allylprodine)(INN)
丙烯鹽酸普魯汀
(Allylprodine hydrochloride)
α─乙醯美沙多(Alphacetylmethadol)(INN)
L-α─乙醯美沙多
(L-Alphacetylmethadol)
α─鹽酸美沙多
(Alphacetylmethadol hydrochloride)
α─美普魯汀(Alphameprodine)(INN)
α─美沙多(Alphamethadol)(INN)
α─普魯汀(Alphaprodine)(INN)
α─鹽酸普魯汀
(Alphaprodine hydrochloride)
安尼勒立汀(Anileridine)(INN)
安尼勒立汀鹽酸
(Anileridine dihydrochloride)
磷酸勒立汀
(Anileridine phosphate)
苯才西汀(Benzethidine)(INN)
溴酸苯才西汀
(Benzethidine hydrobromide)
鹽酸苯才西汀
(Benzethidine hydrochloride)
苯醯基嗎啡(Benzoylmorphine)
芐基嗎啡(Benzylmorphine)
鹽酸芐基嗎啡
(Benzylmorphine hydrochloride)
甲基磺酸芐基嗎啡
(Benzylmorphine mesilate)

2939.19
2939.19
2939.19
2933.33
2933.33

CAS No
25333-77-1
25333-78-2

公約附表 No
4
4

3861-72-1

2
2

509-74-0

1
4

2784-73-8
71195-58-9
69049-06-5

1
1
1
1
1

2933.39
2933.39

25384-17-2

1
1

2922.19
2922.19

17199-58-5

1
1

2922.19

1

2933.39
2922.19
2933.39
2933.39

468-51-9
17199-54-1
77-20-3
561-78-4

1
1
1
1

2933.33
2933.33

144-14-9
126-12-5

1
1

2933.39

4268-37-5

1

2933.39
2933.39

3691-78-9

1
1

2933.39

1

2939.19
2939.19
2939.19

1
1
1

2939.19

─409 ─

14297-87-1
630-86-4

1

Ch.29
β─乙醯美沙多(Betacetylmethadol)(INN)
β─美普魯汀(Betameprodine)(INN)
β─美沙多(Betamethadol)(INN)
β─普魯汀(Betaprodine)(INN)
β─鹽酸普魯汀
(Betaprodine hydrochloride)
培集屈密特(Bezitramide)(INN)
鹽酸培集屈密特
(Bezitramide hydrochloride)

2922.19
2933.39
2922.19
2933.39
2933.39

17199-59-6
468-50-8
17199-55-2
468-59-7

1
1
1
1
1

2933.33
2933.33

15301-48-1

1
1

大麻(Cannabis)
大麻之抽提液及酊液
(Cannabis extracts and tinctures)
大麻油(Cannabis oil)
大麻脂(Cannabis resin)
克羅尼他淨（氯硝胺咪）(Clonitazene)(INN)
鹽酸氯硝胺咪
(Clonitazene hydrochloride)
氯硝胺咪(Clonitazene mesilate)
古柯葉(Coca leaf)
古柯膏(Coca paste)
古柯鹼(Cocaine)
d-古柯鹼(d-Cocaine)
苯甲酸古柯鹼(Cocaine benzoate)
硼酸古柯鹼(Cocaine borate)
檸檬酸古柯鹼(Cocaine citrate)
甲酸古柯鹼(Cocaine formate)
碘酸古柯鹼(Cocaine hydriodide)
溴酸古柯鹼(Cocaine hydrobromide)
鹽酸古柯鹼(Cocaine hydrochloride)
乳酸古柯鹼(Cocaine lactate)
硝酸古柯鹼(Cocaine nitrate)
水陽酸古柯鹼(Cocaine salicylate)
硫酸古柯鹼(Cocaine sulfate)
酒石酸古柯鹼(Cocaine tartrate)
可待因(Codeine)
醋酸可待因(Codeine acetate)
二丙烯基巴比妥酸可待因
(Codeine allobarbiturate)
巴比妥酸可待因
(Codeine barbiturate)
樟腦磺酸可待因
(Codeine camphosulfonate)
檸檬酸可待因(Codeine citrate)
環巴比妥酸可待因
(Codeine cyclobarbiturate)
環戊-巴比妥酸可待因
(Codeine cyclopento-barbiturate)

1211.90
1302.19
1302.19
1301.90
2933.99
2933.99
2933.99
1211.30
1302.19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71
2939.19
2939.19
2939.19

4

3861-76-5

1
1
1

50-36-2
478-73-9

53-21-4
5913-62-2
5913-64-4

76-57-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2

2939.11

2

2939.11

2

2939.11
2939.11
2939.11

─410 ─

5913-73-5

2
2
2

Ch.29
可待因 6-葡萄糖醛酸
(Codeine 6-glucuronide)
溴酸可待因(Codeine hydrobromide)
鹽酸可待因(Codeine hydrochloride)
碘酸可待因( (Codeine hydriodide)
甲基溴可待因(Codeine methylbromide)
苯巴比妥酸可待因
(Codeine phenobarbiturate)
磷酸可待因(Codeine phosphate)
樹脂可待因(Codeine resinate)
水陽酸可待因(Codeine salicylate)
硫酸可待因(Codeine sulfate)
N-氧化可待因(Codeine N-oxide)
鹽酸 N-氧化物可待因
(Codeine N-oxide hydrochloride)
可多克淨(Codoxime)(INN)
罌粟草膏
(Concentrate of poppy straw)

2939.19

二氫去氧嗎啡(脫氧嗎啡)(Desomorphine)(INN)
溴酸二氫去氧嗎啡(溴酸脫氧嗎啡)
(Desomorphine hydrobromide)
鹽酸二氫去氧嗎啡(鹽酸脫氧嗎啡)
(Desomorphine hydrochloride)
硫酸二氫去氧嗎啡(硫酸脫氧嗎啡)
(Desomorphine sulfate)
右旋嗎拉密特(Dextromoramide)(INN)
右旋嗎拉密特二鹽酸
(Dextromoramide dihydro-chloride)
右旋嗎拉密特
(Dextromoramid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右旋嗎拉密特
(Dextromoramid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
右旋普帕西芬
（Dextropropoxyphene）(INN)
右旋普帕西芬鹽酸
(Dextropropoxyphene hydrochloride)
(Dextropropoxyphene Napsilate)
右旋普帕西芬樹脂酸酯
(Dextropropoxyphene resinate)
狄安普魯密特(Diampromide)(INN)
硫酸狄安普魯密特(Diampromide sulfate)
二乙胺二噻吩丁烯(Diethylthiambutene)(INN)
鹽酸二乙胺二噻吩丁烯
(Diethylthiambutene hydrochloride)
Difenoxin(INN)狄芬諾新
鹽酸狄芬諾新(Difenoxin hydrochloride)
二氫可待因(Dihydrocodeine)(INN)

2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9
2939.11

125-25-7
1422-07-7
125-26-8
125-27-9

2
2
2
2
2

2939.11
3003.49
2939.11
2939.11
2939.19
2939.19

52-28-8

2
2
2
2

2939.19
1302.11
2939.11

7125-76-0

1

2939.19
2939.19

427-00-9

4
4

1420-53-7
3688-65-1

2939.19

4

2939.19

4

2934.91
2934.91

357-56-2

2934.91

1
1
1

92934.99

2922-44-3

1

2922.14

469-62-5

2

2922.14

1639-60-7

2

2922.19

17140-78-2

2

3003.90

2

2924.29
2924.29

552-25-0

1
1

2934.99

86-14-6

1

2934.99

132-19-4

1

2933.33
2933.33
2939.11

28782-42-5
35607-36-4
125-28-0

1
1
2

─411 ─

Ch.29
鹽酸二氫可待因
(Dihydrocode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二氫可待因
(Dihydrocode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磷酸二氫可待因
(Dihydrocodeine phosphate)
二氫可待因樹脂酸酯
(Dihydrocodeine resinate)
硫氰酸二氫可待因
(Dihydrocodeine thiocyanate)(INN)
二氫異嗎啡(dihydroisomorphine)
二氫異嗎啡 6-葡萄糖醛酸酯
(dihydroisomorphine 6-glucuronide)
二氫嗎啡(Dihydromorphine)
碘酸二氫嗎啡
(Dihydromorphine hydriodide)
鹽酸二氫嗎啡
(Dihydromorphine hydrochloride)
苦味酸二氫嗎啡
(Dihydromorphine picrate)
狄門諾沙多(Dimenoxadol)(INN)
鹽酸狄門諾沙多
(Dimenoxadol hydrochloride)
狄美菲坦諾(Dimepheptanol)(INN)
鹽酸狄美菲坦諾
(Dimepheptanol hydrochloride)

2939.11

二甲胺二噻吩丁烯(Dimethylthiambutene)(INN)

2

2939.11

5965-13-9

2

2939.11

24204-13-5

2

3003.49

2

2939.11

2

2939.19
2939.19
2939.19
2939.19

509-60-4

2
2

2939.19

1421-28-9

2

2939.19

2

2922.19
2922.19

509-78-4
242-75-1

1
1

2922.19
2922.19

545-90-4

1
1

2934.99

524-84-5

1

2934.99
鹽酸二甲胺二噻吩丁烯
(Dimethylthiambutene hydrochloride)
嗎福淋二苯丁酸乙酯
2934.99
(Dioxaphetyl butyrate)(INN)
鹽酸嗎福淋二苯丁酸乙酯
(Dioxaphetyl butyrate hydrochloride)
2934.99
狄芬諾西萊(Diphenoxylate)(INN)
2933.33
鹽酸二苯醯酯
2933.33
(Diphenoxylate hydrochloride)
狄匹潘濃(Dipipanone)(INN)
2933.33
溴酸戴嗶吧酮
2933.33
(Dipipanone hydrobromide)
鹽酸戴嗶吧酮
2933.33
(Dipipanone hydrochloride)
托蒂巴醇(Drotebanol)(INN)
2933.49
愛哥寧(Ecgonine)，其酯類化合物及衍生物可轉化 2939.71
成愛哥寧及古柯鹼
愛哥寧苯甲醯乙酯
2939.71
(Ecgonine benzoylethyl ester)
愛哥寧苯甲醯丙酯
2939.71
(Ecgonine benzoylpropyl ester)

─412 ─

1
467-86-7

1
1

915-30-0
3810-80-8

1
1

467-83-4

1
1

75783-06-1

1

3176-03-2
481-37-8

1
1
1
1

Ch.29
愛哥寧桂皮醯甲酯
(Ecgonine cinnamoylmethyl ester)
愛哥寧 2,6-二甲基-苯甲醯甲酯
(Ecgonine 2,6-dimethyl-benzoylmethyl ester)
鹽酸愛哥寧(Ecgonine hydrochloride)
愛哥寧甲酯(Ecgonine methyl ester)
鹽酸愛哥寧甲酯
(Ecgonine methyl ester hydrochloride)
愛哥寧苯基乙醯-甲酯
(Ecgonine phenylacetyl-methyl ester)
二甲胺二塞吩丁烯
(Ethylmethylthiambutene)(INN)
鹽酸乙基甲基硫胺丁烯
(Ethylmethyl-thiambutene hydrochloride)
乙基嗎啡(Ethylmorphine)
樟腦磺酸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camphosulfonate)
溴酸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hydrobromide)
鹽酸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hydrochloride)
甲基碘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methyliodide)
苯巴比妥酸乙基嗎啡
(Ethylmorphine phenobarbiturate)
愛托尼他淨(Etonitazene(INN)
鹽酸愛托尼他淨(Etonitazene(INN)
愛托啡因(Etorphine)(INN)
鹽酸愛托啡因(Etorphine hydrochloride)
愛托啡因 3-甲基酯
(Etorphine 3-methyl ester)
愛托失立汀(Etoxeridine)
鹽酸艾托色利啶
(Etoxeridine hydrochloride)
吩坦尼(Fentanyl)(INN)
吩坦尼檸檬酸(Fentanyl citrate)
對-氟基吩坦尼(p-Fluorofentanyl)
鹽酸對-氟基吩坦尼
(p-Fluorofentanyl hydrochloride)
佛萊西汀(Furethidine)(INN)
溴酸佛萊西汀
(Furethidine hydrobromide)
甲基碘佛萊西汀
(Furethidine methyliodide)
苦味酸佛萊西汀
(Furethidine picrate)
海洛因(Heroin)
鹽酸海洛因(Heroin hydrochloride)
甲基碘海洛因(Heroin methyliodide)

2939.71

1

2939.71

1

2939.71
2939.71
2939.71

1
1
1

2939.71

1

2934.99

441-61-2

2934.99
2939.11
2939.11

1
76-58-4

2939.11
2939.11

1

2
2
2

125-30-4

2

2939.19

2

2939.11

2

2933.99
2933.99
2939.11
2939.11
2939.19

911-65-9
14521-96-1
13764-49-3

4
4
4

2933.39
2933.39

469-82-9

1
1

2933.33
2933.33
2933.39
2933.39

437-38-7
990-73-8

1
1
4
4

2934.99
2934.99

2385-81-1

1
1

2934.99

1

2934.99

1

2939.11
2939.11
2939.19

─413 ─

561-27-3
1502-95-0

4
4
4

Ch.29
二氫可待因酮(Hydrocodone)(INN)
檸檬酸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citrate)
碘酸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hydriodide)
鹽酸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二氫可待因酮（二酒石酸酯）
(Hydrocodo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甲基碘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methyliodide)
磷酸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phosphate)
樹脂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resinate)
對苯二甲酸二氫可待因酮
(Hydrocodone terephthalate)
羥二氫嗎啡(Hydromorphinol)(INN)
鹽酸羥二氫嗎啡(Hydromorphinol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羥二氫嗎啡（二酒石酸酯）
(Hydromorphinol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二氫嗎啡酮(Hydromorphone)(INN)
鹽酸二氫嗎啡酮
(Hydromorphone hydrochloride)
硫酸二氫嗎啡酮
(Hydromorphone sulfate)
對苯二甲酸二氫嗎啡酮
(Hydromorphone terephthalate)

2939.11
2939.11

125-29-1

2939.11

4
1
1

2939.11

25968-91-6

1

2939.11

143-71-5

1

2939.19
2939.11

1
34366-67-1

1

3003.49

1

2939.11

1

2939.19
2939.19
2939.19

2183-56-4

1
1
1

2939.11
2939.11

466-99-9
71-68-1

1
1

2939.11

1

2939.11

1

-烴基吩坦尼(-Hydroxyfentanyl)

2933.39

4

鹽酸-烴基吩坦尼

2933.39

4

(-Hydroxyfentanyl hydrochloride)
(+)-cis--烴基-3-m-甲基吩坦尼

2933.39

((+)-cis--Hydroxy-3-m-methylfentanyl)
-烴基-3-甲基吩坦尼

2933.39

4

2933.39

4

(-Hydroxy-3-methylfentanyl)
鹽酸-烴基-3-甲基吩坦尼
(-Hydroxy-3-methylfentanyl hydrochloride)
羥基配西汀(Hydroxypethidine)(INN)
鹽酸羥基配西啶
(Hydroxypethidine hydrochloride)
異美沙冬(Isomethadone)
d-異美沙冬(d-Isomethadone)
l-異美沙冬(l-Isomethadone)
溴酸異美沙冬
(Isomethadone hydrobromide)
鹽酸異美沙多
(Isomethadone hydrochloride)
酚派丙酮(Ketobemidone)(INN)

2933.39
2933.39

468-56-4

1
1

2922.39
2922.39
2922.39
2922.39

466-40-0

1
1
1
1

2922.39
2933.33

─414 ─

1
469-79-4

4

Ch.29
鹽酸酚派丙酮
2933.33
(Ketobemidone hydrochloride)
左旋乙醯美沙多(Levacetylmethadol)(INN)
2922.19
左旋甲基嗎汎(*)(Levomethorphan)(INN)
2933.49
溴酸左旋甲基嗎汎
2933.49
(Levomethorphan hydrobromide)
酒石酸氫左旋甲基嗎汎
2933.49
(Levomethorphan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左旋嗎拉密特(Levomoramide)(INN)
2934.99
二鹽酸左旋嗎拉密特
2934.99
(Levomoramide dihydrochloride)(INN)
左旋吩納西嗎汎(Levophenacylmorphan)(INN)
2933.49
(*)右旋基嗎汎((+)-3 氧-N-甲基嗎啡)並未被列入本表上。
鹽酸左旋吩納西嗎汎
2933.49
(Levophenacylmorphan hydrochloride)
甲基磺酸左旋吩納西嗎汎
2933.49
(Levophenacylmorphan methylsulfonate)
左旋普帕西芬
2922.19
（Levopropoxyphene）(INN)
左旋嗎汎(**)(Levorphanol)(INN)
2933.41
酒石酸氫左旋嗎汎（二酒石酸酯）
2933.41
(Levorphanol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鹽酸左旋嗎汎
2933.41
(Levorphanol hydrochloride)
美他唑新(Metazocine)(INN)
2933.39
溴酸美他唑新
2933.39
(Metazocine hydrobromide)
鹽酸美他唑新
2933.39
(Metazocine hydrochloride)
l-美沙多(l-Methadol)
2922.19
美沙冬(Methadone)(INN)
2922.31
d-美沙冬(d-Methadone)
2922.31
l-美沙冬(l-Methadone)
2922.31
溴酸美沙冬(Methadone hydrobromide)
2922.31
鹽酸美沙冬(Methadone hydrochloride)
2922.31
酒石酸氫美沙冬（二酒石酸酯）
2922.31
(Methado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d-鹽酸美沙冬
2922.31
(d-Methadone hydrochloride)
l-鹽酸美沙冬
2922.31
(l-Methado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 1-美沙冬（二酒石酸酯）
2922.31
(l-Methado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美沙冬中間體
2926.30
(Methadone(INN) intermediate)
4-氰基-2-二甲基胺-4,4-二苯基丁烷或二甲基胺
-4,4-二苯基-4-氰基丁烷
甲基去氧嗎啡(Methyldesorphine)(INN)
2939.19

─415 ─

5965-49-1

4

34433-66-4
125-70-2

1
1
1
1

5666-11-5

1
1

10061-32-2

1
1

1
2338-37-6

1

77-07-6
125-72-4

1
1
1

3734-52-9

1
1
1

76-99-3

1095-90-5

16008-36-9

1
1
1
1
1

1

Ch.29
鹽酸甲基去氧嗎啡
(Methyldesorphine hydrochloride)
甲基二氫嗎啡(Methyldihydromorphine)(INN)
3-甲基吩坦尼
(3-Methylfentanyl)(INN)

2939.19
2939.19
2933.39

1
509-56-8

1
4

(**)右旋嗎汎((+)-3-羥基-N-甲基嗎啡)並未列入本表上。
鹽酸 3-甲基吩坦尼
(3-Methylfentanyl hydrochloride)

2933.39

4

-甲基吩坦尼

2933.39

4

2933.39

4

2934.99

1

2934.99

1

2934.99

4

2934.99

4

2934.99

4

(-Methylfentanyl)(INN)
鹽酸-甲基吩坦尼
(-Methylfentanyl hydrochloride)
-甲基硫吩坦尼
(-Methylthiofentanyl)
鹽酸-甲基硫吩坦尼
(-Methylthiofentanyl hydrochloride)
3-甲基硫吩坦尼
(3-Methylthiofentanyl)
鹽酸 3-甲基硫吩坦尼
(3-Methylthiofentanyl hydrochloride)
(+)-cis-3-甲基硫吩坦尼
((+)-cis-3-Methylthiofentanyl)
鹽酸(+)-cis-3-甲基硫吩坦尼
((+)-cis-3-Methylthiofentanyl hydrochloride)
美杜邦(Metopon)(INN)
鹽酸美杜邦(Metopon hydrochloride)
嗎拉密特─中間物
(Moramide─intermediate)
嗎啡立汀(Morpheridine)(INN)
二鹽酸嗎啡立汀
(Morpheridine dihydrochloride)
苦味酸嗎啡立汀
(Morpheridine picrate)
嗎啡(Morphine)(INN)
醋酸嗎啡(Morphine acetate)
檸檬酸嗎啡(Morphine citrate)
嗎啡 3,6-二葡萄糖醛酸
(Morphine 3,6-diglucuronide)
二甲基醚嗎啡
(Morphine dimethyl ether)
嗎啡葡萄酸(Morphine gluconate)
嗎啡 3-葡萄糖醛酸
(Morphine 3-glucuronide)
嗎啡 6-葡萄糖醛酸
(Morphine 6-glucuronide)
嗎啡 3--葡萄糖醛酸

2934.99
2939.19
2939.19
2934.99

143-52-2

1
1
1

2934.99
2934.99

469-81-8

1
1

2934.99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9

1
57-27-2
596-15-6

1
1
1
1

2939.19
2939.19
2939.19

1
1

2939.19

1

2939.19

1

2939.19

1

(Morphine 3--D-glucuronide)
嗎啡 6--葡萄糖醛酸
(Morphine 6--D-glucuron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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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9
碘酸嗎啡(Morphine hydriodide)
溴酸嗎啡(Morphine hydrobromide)
鹽酸嗎啡(Morphine hydrochloride)
次亞磷酸嗎啡
(Morphine hypophosphite)
異丁酸嗎啡(Morphine isobutyrate)
乳酸嗎啡(Morphine lactate)
罌粟酸嗎啡(Morphine meconate)
甲基溴嗎啡(Morphine methylbromide)
甲基氯嗎啡(Morphine methylchoride)
甲基碘嗎啡(Morphine methyliodide)
甲基磺酸嗎啡
(Morphine methylsulfonate)
半乳糖二酸嗎啡(Morphine mucate)
硝酸嗎啡(Morphine nitrate)
苯基丙酸嗎啡
(Morphine phenylpropionate)
磷酸嗎啡(Morphine phosphate)
鄰苯二甲酸嗎啡
(Morphine phthalate)
硬脂酸嗎啡(Morphine stearate)
硫酸嗎啡(Morphine sulfate)
酒石酸嗎啡(Morphine tartrate)
戊酸嗎啡(Morphine valerate)
N-氧化嗎啡(Morphine-N-oxide)
奎寧酸 N-氧化嗎啡
(Morphine-N-oxide quinate)
MPPP
MPPP hydrochloride
密羅啡因(Myrophine)(INN)
鹽酸密羅啡因
(Myrophine hydrochloride)
菸醯可待因(菸鹼醯可待因)(Nicocodine)(INN)
鹽酸菸醯可待因(鹽酸菸鹼醯可待因)
(Nicocodine hydrochloride)
菸醯二氫可待因(菸鹼醯二氫可待因)
(Nicodicodine)(INN)
菸醯嗎啡(菸鹼醯嗎啡)(Nicomorphine)(INN)
鹽酸菸醯嗎啡(鹽酸菸鹼醯嗎啡)
(Nicomorphine hydrochloride)
原乙醯美沙多(去甲基乙醯美沙多)
(Noracymethadol)(INN)
葡萄酸-去甲基乙醯美沙多
(Noracymethadol gluconate)
鹽酸-去甲基乙醯美沙多
(Noracymethadol hydrochloride)
原（正）可待因(Norcodeine)(INN)
醋酸原（正）可待因(Norcodeine acetate)
碘酸原(正)可待因(Norcodeine hydriodide)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1

630-81-9
52-26-6

1
1
1
1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9
2939.19
2939.19
2939.11

1
1
1
1
1
1
1

2939.11
2939.11
2939.11

1
1
1

596-16-7

2939.11
2939.11

1
1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9
2939.19

1
1
1
1
1
1

2933.39
2939.39
2939.19
2939.19

64-31-3
302-31-8
639-46-3

467-18-5

4
4
1
1

2939.19
2939.19

3688-66-2

2
2

2939.19

808-24-2

2

2939.11
2939.11

639-48-5

1
1

2922.19

1477-39-0

1

2922.19

1

2922.19

1

2939.19
2939.19
29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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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15-2

2
2
2

Ch.29
鹽酸原(正)可待因
2939.19
14648-14-7
(Norcodeine hydrochloride)
硝酸原(正)可待因(Norcodeine nitrate)
2939.19
氯化鉑正可待因
2843.90
(Norcodeine platinichloride)
硫酸正可待因(Norcodeine sulfate)
2939.19
左旋正嗎汎(Norlevorphanol)(INN)
2933.49
1531-12-0
溴酸左旋正嗎汎
2933.49
(Norlevorphanol hydrobromide)
鹽酸正旋原嗎汎
2933.49
(Norlevorphanol hydrochloride)
正美沙冬(Normethadone)(INN)
2922.31
467-85-6
2,6-雙三級丁基奈二磺酸正美沙冬(Normethadone 2922.31
2,6-di-tert-butylnaphthalenedisulfonate)
溴酸正美沙冬
2922.31
(Normethadone hydrobromide)
鹽酸正美沙冬
2922.31
847-84-7
(Normethadone hydrochloride)
甲基碘正美沙冬
2922.39
(Normethadone methyliodide)
草酸正美沙冬
2922.31
(Normethadone oxalate)
苦味酸正美沙冬
2922.31
(Normethadone picrate)
正美沙冬中間物
2926.90
(Normethadone(INN) intermediate)
正嗎啡(Normorphine)(INN)
2939.19
466-97-7
鹽酸正嗎啡
2939.19
(Normorphine hydrochloride)
正匹潘濃(Norpipanone)(INN)
2933.39
561-48-8
溴酸正匹潘濃
2933.39
(Norpipanone hydrobromide)
鹽酸正匹潘濃
2933.39
(Norpipanone hydrochloride)
鴉片(Opium)
1302.11
鴉片生物鹼
1302.11（*） 2939.11
（**）
(Opium , mixed alkaloids of)
鴉片製品(Opium,prepared)
1302.19,2939.11
羥基可待因酮(Oxycodone)(INN)
2939.11
76-42-6
樟腦磺酸羥基可待因酮
2939.11
(Oxycodone camphosulfonate)
(*)沒有添加其他物質。
(**)天然混合之鴉譬鹼，其組成隱了植物鹼外之物質應完全去除，且沒有添加其他物質。

─418 ─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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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酸羥基可待因酮
(Oxycodo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羥基可待因酮
(Oxycodo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果膠羥氫可待因酮
(Oxycodone pectinate)
苯基丙酸羥氫可待因酮
(Oxycodone phenylpropionate)
磷酸羥氫可待因酮
(Oxycodone phosphate)
對苯二甲酸羥氫可待因酮
(Oxycodone terephthalate)
羥二氫嗎啡酮(Oxymorphone)(INN)
鹽酸羥二氫嗎啡酮
(Oxymorphone hydrochloride)
Papaver bracteatum
PEPAP
PEPAP hydrochloride
配西汀(Pethidine)(INN)
鹽酸配西汀(Pethidine hydrochloride)
配西汀中間物 A
(Pethidine intermediate A)
配西汀中間物 B
(Pethidine intermediate B)
溴酸配西汀中間物
(Pethidine intermediate B hydrobromide)
鹽酸配西汀中間物
(Pethidine intermediate B hydrochloride)
配西汀中間物 C
(Pethidine intermediate C)
芬那多松(Phenadoxone)(INN)
鹽酸芬那多松
(Phenadoxone hydrochloride)
吩喃普魯密特(狄安普魯密特)
(Phenampromide)(INN)
鹽酸吩喃普魯密特(鹽酸狄安普魯密特)
(Phenampromide hydrochloride)
吩那唑新(Phenazocine)(INN)
溴酸吩那唑新
(Phenazocine hydrobromide)
鹽酸吩那唑新
(Phenazocine hydrochloride)
吩那唑新(Phenazocine mesilate)
吩諾嗎汎(Phenomorphan)(INN)
溴酸吩諾嗎汎
(Phenomorphan hydrobromide)
酒石酸氫吩諾嗎汎（二酒石酸酯）
(Phenomorphan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2939.11

124-90-3

1

2939.11

1

2939.11

1

2939.11

1

2939.11

1

2939.11

1

2939.11
2939.11
1211.90
2933.39
2933.39
2933.33
2933.33
2933.33

76-41-5
357-07-3

57-42-1
50-13-5

1
1

4
4
1
1
1

2933.39

1

2933.39

1

2933.39

1

2933.39

1

2934.99
2934.99

467-84-5
545-91-5

1
1

2933.39

129-83-9

1

2933.39

1

2933.39
2933.39

127-35-5

1
1

2933.39

7303-75-5

1

468-07-5

1
1
1

2933.39
2933.49
2933.49
2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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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溴吩諾嗎汎
(Phenomorphan methylbromide)
吩諾配立汀(Phenoperidine)(INN)
鹽酸吩諾配立汀
(Phenoperidine hydrochloride)
福可汀(Pholcodine)(INN)
酒石酸氫福可汀（二酒石酸酯）
(Pholcod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檸檬酸福可汀(Pholcodine citrate)
癒瘡木酚磺酸福可汀
(Pholcodine guaiacolsufonate)
鹽酸福可汀
(Pholcodine hydrochloride)
苯乙酸福可汀
(Pholcodine phenylacetate)
磷酸福可汀(Pholcodine phosphate)
硫酸福可汀(Pholcodine sulfonate)
酒石酸福可汀(Pholcodine tartrate)
苯胺啶(Piminodine)(INN)
二鹽酸苯胺啶(Piminodine hydrochloride)
乙烯基磺酸 Piminodine esilate
匹立屈密特(Piritramide)(INN)
罌粟草（Poppy straw）
普魯亥他淨(Proheptazine)(INN)
檸檬酸普魯亥他淨
(Proheptazine citrate)
溴酸普魯亥他淨
(Proheptazine hydrobromide)
鹽酸普魯亥他淨
(Proheptazine hydrochloride)
普魯配立汀(Properidine)(INN)
鹽酸普魯立汀
(Properidine hydrochloride)
Propiram(INN)普魯匹蘭
Propiram fumarate 甲酸普魯匹蘭
外消旋甲基嗎汎(Racemethorphan)(INN)
溴酸外消旋甲基嗎汎
(Racemethorphan hydrobromide)
酒石酸氫外消旋甲基嗎汎（二酒石酸酯）
(Racemethorphan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外消旋嗎拉密特(Racemoramide)(INN)
二鹽酸外消旋嗎拉密特
(Racemoramide di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外消旋嗎拉密特（二酒石酸酯）
(Racemoramid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酒石酸外消旋嗎拉密特
(Racemoramide tartrate)
外消旋嗎汎(Racemorphan)(INN)
溴酸外消旋嗎汎(Racemorphan hydrobromide)

2933.49
2933.33
2933.33
2939.11
2939.11

562-26-5
3627-49-4
509-67-1

1
1
1
2
2

2939.11
2939.11

2
2

2939.11

2

2939.11

2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3.39
2933.39
2933.39
2933.33
1211.40
2933.99
2933.99

2
2
2

7369-11-1
13495-09-5
7081-52-9
302-41-0
77-14-5

1
1
1
1
1

2933.99

1

2933.99

1

2933.39
2933.39

561-76-2

1
1

2933.33
2933.33
2933.49
2933.49

15686-91-6

2
2
1
1

510-53-2

2933.49
2934.99
2934.99

1
545-59-5

1
1

2934.99

1

2934.99

1

2933.49
29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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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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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酸外消旋嗎汎
2933.49
(Racemorphan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外消旋嗎汎
2933.49
(Racemorphan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蘇芬坦尼（Sufentanil）(INN)
2934.91
檬酸蘇芬坦尼（Sufentanil citrate）
2934.91
蒂巴康(Thebacon)(INN)
2939.11
鹽酸蒂巴康(Thebacon hydrochloride)
2939.11
蒂巴因(Thebaine)
2939.11
鹽酸蒂巴因(Thebaine hydrochloride)
2939.11
酒石酸氫蒂巴因（二酒石酸酯）(Thebaine hydrogen 2939.11
tartrate(bitartrate))
草酸蒂巴因(Thebaine oxalate)
2939.11
水陽酸蒂巴因(Thebaine salicylate)
2939.11
硫芬坦尼（Thiofentanyl）
2934.99
鹽酸硫芬坦尼
2934.99
（Thiofentanyl hydrochloride）
痛辛定（Tilidine）（INN）
2922.44
鹽酸痛辛（Tilidine hydrochloride）
2922.44
屈美配立汀(Trimeperidine)(INN)
2933.33
鹽酸屈美配立汀
2933.33
(Trimeperidine hydrochlo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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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56030-54-7
466-90-0
20236-82-2
115-37-7

1
1
1
1
1
1
1
1
1
4
4

20380-58-9
27107-79-5
64-39-1
125-80-4

1
1
1
1

Ch.29
Ⅱ、影響精神藥物由 1971 年影響精神物質公約所控管。
名稱
二丙烯基巴比妥(Allobarbital)(INN)
二丙烯基巴比妥胺基安替比林
(Allobarbital aminophenazone))
三氮二氮平 Alprazolam(INN)
二乙胺苯丙酮(Amfepramone)(INN)
麩胺酸二乙胺苯丙酮(Amfepramone glutamate)
鹽酸二乙胺苯丙酮
(Amfepramone hydrochloride)
樹脂二乙胺苯丙酮
(Amfepramone resinate)
安非他命(Amfetamine)(INN)
乙醯水楊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acetylsalicylate)
己二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adipate)
對-胺基-苯氧基乙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p-amino-phenoxyacetate)
天門冬安非他命
(Amfetamine aspartate)
對-氯-苯氧基乙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p-chloro-phenoxyacetate)
鹽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安非他命（二酒石酸酯）
(Amfetam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戊巴比妥酸安非他命
(Amfetamine pentobarbituirate)
磷酸安非他命(Amfetamine phosphate)
樹脂安非他命(Amfetamine resinate)
硫酸安非他命(Amfetamine sulfate)
丹寧酸安非他命(Amfetamine tannate)
酒石酸安非他命(Amfetamine tartrate)
（Aminorex）
異戊巴比妥(Amobarbital)(INN)
樹脂巴比妥
(Amobarbital resinate)
異戊巴比妥鈉(Amobarbital sodium)
巴比妥(Barbital)(INN)
巴比妥鈣(Barbital calcium)
巴比妥鎂(Barbital magnesium)
巴比妥鈉(Barbital sodium)
卞非他命(Benzfetamine)(INN)
鹽酸卞非他命(Benzfetamine hydrochloride)
4-溴-2, 5-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Brolamfetamine(INN)(DOB)
鹽酸 4-溴-2, 5-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Brolamfetamine (DOB)
hydrochloride
溴西泮 Bromazepam(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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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目
2933.53

CAS No
52-43-7

2933.54

公約附表 No
4
4

2933.91
2922.31
2922.42

28981-97-7
90-84-6

4
4
4

2922.31

90-84-6

4

3003.90
2921.46

4
300-62-9

2

2921.46

2

2921.46

2

2922.49

2

2922.49

2

2921.46

2

2921.46

2

2921.46

2

2933.54

2

2921.46
3003.90
2921.46
3201.90
2921.46
2934.91
2933.53

139-10-6
60-13-9

2207-50-3
57-43-2

3003.90
2933.53
2933.53
2933.53
2933.53
2933.53
2921.46
2921.46
2922.29

2
64-43-7
57-44-3

144-02-5
156-08-1
5411-22-3
64638-07-9

2922.29
2933.33

2
2
2
2
2
4
3

3
4
4
4
4
4
4
1
1

1812-3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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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替唑他 Brotizolam(INN)
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INN)
鹽酸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硫酸丁基原啡因 Buprenorphine sulfate
布他比妥 Butalbital(INN)
丁巴比妥 Butobarbital
卡嗎西泮 Camazepam(INN)
去甲麻黃鹼 Cathine(INN)
鹽酸去甲麻黃鹼 Cathine hydrochloride
戊巴比妥酸去甲麻黃鹼
（Cathine pentobarbituirate）
樹脂去甲麻黃鹼（Cathine resinate）
硫酸去甲麻黃鹼（Cathine sulfate）
卡西酮 Cathinone(INN)
氯二氮平（Chlordiazepoxide）
二布酸氯二氮平
（Chlordiazepoxide dibunate）
鹽酸氯二氮平（Chlordiazepoxide hydrochloride）
氯巴占 Clobazam(INN)
氯硝西泮 Clonazepam(INN)
氯拉卓酸(Clorazepate)
氯拉卓酸二鉀
(Clorazepate dipotassium)
氯拉卓酸鉀
(Clorazepate monopotassium)
氯塞西泮 Clotiazepam
氯惡唑他 Cloxazolate
環巴比妥（Cyclobarbital）
環巴比妥鈣（Cyclobarbital calcium）
Delorazepam（INN）
N,N-二乙基色胺（DET）
鹽酸 N,N-二乙基色胺（DET hydrochloride）
右旋安非他命（Dexamfetamine）(INN)
己二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adipate)
羧甲基纖維素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carboxymethylcellulose)
鹽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右旋安非他命（二酒石酸酯）
(Dexamfetam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trate))
戊比妥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pentobarbituirate）
磷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phosphate）
樹脂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resin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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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4.91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9.11
2933.53
2933.53
2933.91
2939.43
2939.43

57801-81-7
52485-79-7

77-26-9
77-28-1
36104-80-0
492-39-7
2153-98-2

4
3
3
3
3
3
4
4
3
3

2939.43

3

3003.49
2939.43
2939.79
2933.91

3
3
1
4

71031-15-7
58-25-3

2933.91

4

2933.91
2933.72
2933.91
2933.91
2933.91

438-41-5
22316-47-8
1622-61-3
57109-90-7

4
4
4
4
4

2933.91

5991-71-9

4

2934.91
2934.91
2933.53
2933.53
2933.91
2939.79
2939.79
2921.46
2921.46

3371-46-4
24166-13-0
52-31-3
5897-20-1
2894-67-9
61-51-8

4
4
3
3
4
1
1
2
2

51-64-9

3912.31
2921.46

2
405-41-4

2

2921.46

2

2933.54

2

2921.46
3003.90

7528-00-9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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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二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saccharate）
硫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sulfate）
丹寧酸右旋安非他命
（Dexamfetamine tannate）
(Diazepam)(INN)
二甲氧基安非他命 DMA
鹽酸 DMA(DMA hydrochloride)
1,2 二甲基己基羥基四氫甲基二苯比喃(DMHP)
N,N-二甲基色胺（DMT）
鹽酸 N,N-二甲基色胺
（DMT hydrochloride）
甲基碘 N,N-二甲基色胺
（DMT methyiodide）
二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DOET
鹽酸二甲氧基乙基安非他命 DOET hydrochloride
艾司唑他 Estazolam(INN)
乙氯維諾(Ethchlorvynol)(INN)
炔己蟻胺(Ethinamate)(INN)
氯氟卓己酯 Ethyl loflazepate(INN)
N-乙基-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N-ethyl MDA
鹽酸 N-乙基-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N-ethyl MDA hydrochloride
乙環利定 Eticyclidine(PCE)(INN)
鹽酸乙環利定 Eticyclidine(PCE) hydrochloride
乙非他命 Etilamfetamine(INN)
鹽酸乙非他命 Etilamfetamine hydrochloride
芬坎法明(Fencamfamin)(INN)
鹽酸芬坎法明
(Fencamfamin hydrochloride)
芬乃他林 Fenetylline)(INN)
鹽酸芬乃他林 Fenetylline hydrochloride
芬普雷斯 Fenproporex(INN)
二苯基乙酸芬普雷斯 Fenproporex diphenylacetate
鹽酸芬普雷斯 Fenproporex hydrochloride
樹脂芬普雷斯 Fenproporex resinate
氟地西泮 Fludiazepam(INN)
氟硝西泮 Flunitrazepam(INN)
氟路洛 Flurazepam(INN)
二鹽酸氟路洛 Flurazepam dihydrochloride
鹽酸氟路洛 Flurazepam hydrochloride
格魯米特(Glutethimide)(INN)
哈拉西泮 Halazepam(INN)
鹵惡唑他 Haloxazolam(INN)
N 羥基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N-hydroxy MDA)

2921.49
2921.46

2
51-63-8

3201.90
2933.91
2922.29
2922.29
2932.99
2939.79

2
439-14-5

61-50-7

4
1
1
1
1

2939.79

1

2939.79

1

2922.29
2922.29
2933.91
2905.51
2924.24
2933.91
2932.99

1
1
4
4
4
4
1

29975-16-4
113-18-8
126-52-3
29177-84-2

293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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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921.49
2921.49
2921.46
2921.46
2921.46

2201-15-2

1209-98-9

1
1
4
4
4

2921.46

2240-14-4

4

2939.51
2939.51
2926.30
2926.30
2926.30
3003.90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25.12
2933.91
2934.91
2932.99

3736-08-1
1892-80-4
15686-61-0

2
2
4
4
4
4
4
4
4
4
4
3
4
4
1

457-87-4

18305-29-8
3900-31-0
1622-62-4
17617-23-1
1172-18-5
36105-20-1
77-21-4
23092-17-3
59128-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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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酸 N-羥基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N-hydroxy MDA hydrochloride)
凱他唑 Ketazolam(INN)
利非他命 Lefetamine(INN)
鹽酸利非他命 Lefetamine hydrochloride
左旋安非他命 Levamfetamine(INN)
海藻酸左旋安非他命 Levamfetamine alginate
琥珀酸左旋安非他命 Levamfetamine succinate
硫酸左旋安非他命 Levamfetamine sulfate
左旋甲基安非他命 Levometamfetamine(INN)
鹽酸左旋甲基安非他命(Levometamfetamine hydrochloride)
氯普唑他 Loprazolam(INN)
甲基磺酸氯普唑他(Loprazolam mesilate)
樂耐平(Lorazepam(INN))
醋酸樂耐平(Lorazepam acetate)
甲基磺酸樂耐平(Lorazepam m1esilate)
纈草酸耐平 Lorazepam pivalate
氯甲西泮 Lormetazepam(INN)
麥角二乙胺(Lysergide(INN),LSD,LSD-25)
酒石酸(+)-麥角二乙胺
((+)Lysergide tartrate)
嗎吲哚 Mazindol(INN)
二甲氧基-α甲基-4,5-(亞甲二氧基)苯乙基胺(MDMA)
鹽酸二甲氧基-α甲基-4,5-(亞甲二詳基)苯乙基胺
(MDMA hydrochloride)
甲氯喹酮 Mecloqualone(INN)
鹽酸甲氯喹酮(Mecloqualone hydrochloride)
美達西泮(Medazepam(INN))
二布酸美達西泮(Medazepam dibunate)
鹽酸美達西泮(Medazepam hydrochloride)
美芬雷司(Mefenorex(INN))
鹽酸美芬雷司(Mefenorex hydrochloride)
美普巴邁(Meprobamate(INN))
三甲氧苯乙胺(Mescaline)
氯化金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aurichloride)
鹽酸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hydrochloride）
苦味酸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picrate)
氯鉑酸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platinichloride)
硫酸三甲氧苯乙胺
(Mescaline sulfate）
Mesocarb
甲基安非他命（Metamfetamine）(INN)
鹽酸甲基安非他命(Metamfetam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甲基安非他命（二酒石酸酯）
(Metamfetamine hydrogen tartrate (bitar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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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99

1

2934.91
2921.46
2921.46
2921.46
3913.10
2921.49
2921.49
2939.71
2939.71
2933.55
2933.55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9.69
2939.69

27223-35-4
7262-75-1
14148-99-3
156-34-3

2933.91
2932.99
2932.99

22232-71-9

2933.55
2933.55
2933.91
2933.91
2933.91
2921.46
2921.46
2924.11
2939.79
2843.30

340-57-8

2939.79

832-92-8

5634-40-2

61197-73-7
846-49-1

848-75-9
50-37-3

4
4
4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1
1
4
1
1

2898-12-6

17243-57-1
57-53-4
54-04-6

2
2
4
4
4
4
4
4
1
1
1

2939.79

1

2843.90

1

2939.79

1152-76-7

1

2934.91
2939.71
2939.71
2939.71

34262-84-5
537-46-2
51-57-0

4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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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消旋甲基安非他命（Metamfetamine racemate）
硫酸甲基安非他命
(Metamfetamine sulfate)
甲奎酮（Methaqualone）(INN)
鹽酸甲奎酮
(Methaqualone hydrochloride)
樹脂甲奎酮
(Methaqualone resinate）
4-甲基阿米雷司 Methylaminorex
鹽酸 4-甲基阿米雷司 Methylaminorex hydrochloride
甲派醋酯（Methylphenidate）(INN)
鹽酸派醋甲酯
(Methylphenidate hydrochloride)
甲基苯巴比妥
(Methylphenobarbital) (INN)
甲基苯巴比妥鈉
(Methylphenobarbital sodium)
甲乙派啶酮（Methyprylon）(INN)
咪達唑他(Midazolam) (INN)
鹽酸咪達唑他(Midazolam hydrochloride)
丁烯二酸咪達唑他(Midazolam maleate)
二甲氧基-α甲基-4,5-(亞甲二氧基)苯乙基胺(MMDA)
鹽酸二甲氧基-α甲基-4,5-(亞甲二氧基)苯乙基胺
(MMDA hydrochloride)
硝甲西泮 Nimetazepam(INN)
耐妥眠 Nitrazepam(INN)
去甲西泮 Nordazepam(INN)
去甲羥安定 Oxazepam(INN)
醋酸去甲羥安定 Oxazepam acetate
半琥珀酸去甲羥安定 Oxazepam hemisuccinate
琥珀酸去甲羥安定 Oxazepam succinate
丙基戊酸去甲羥安定 Oxazepam valproate
惡唑他 Oxazolam(INN)
六氫大麻酚（Parahexyl）
匹嗎碄（Pemoline）(INN)
匹嗎碄銅（Pemoline copper）
匹嗎碄鐵（Pemolone iron）
匹嗎碄鎂（Pemoline magnesium）
匹嗎碄鎳（Pemoline nickel）
潘他唑新 Pentazocine(INN)
鹽酸潘他唑新 Pentazocine hydrochloride
乳酸潘他唑新 Pentazocine lactate
戊巴比妥（Pentobarbital）(INN)
戊巴比妥鈣（Pentobarbital calcium）
戊巴比妥鈉（Pentobarbital sodium）
苯環利定（Phencyclidine）(INN)(PCP)
溴酸苯環利定
(Phencyclidine hydrobromide)

2939.71
2939.71

4846-07-5

2
2

2933.55
2933.55

72-44-6
340-56-7

2
2

3003.90

2

2934.99
2934.99
2933.33
2933.33

113-45-1
298-59-9

1
1
2
2

2933.53

115-38-8

4

29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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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933.72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2.99
2932.99

125-64-4
59467-70-8

4
4
4
4
1
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3.91
2934.91
2932.99
2934.91
2934.91
2934.91
2934.91
2934.91
2933.33
2933.33
2933.33
2933.53
2933.53
2933.53
2933.33
2933.33

2011-67-8
146-22-5
1088-11-5
604-75-1

4
4
4
4
4
4
4
4
4
1
4
4
4
4
4
3
3
3
3
3
3
2
2

24143-17-7
2152-34-3

359-83-1
17146-95-1
76-74-4
7563-42-0
57-33-0
7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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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酸苯環利定
(Phencyclidine hydrochloride)
苯雙甲嗎碄（Phendimetrazine）(INN)
鹽酸苯雙甲嗎碄
(Phendimetraz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苯雙甲嗎碄（二酒石酸）
(Phendimetrazine hydrogen tartrate (bitartrate))
巴諾酸苯雙甲嗎碄
(Phendimetrazine pamoate)
苯甲嗎碄（Phenmetrazine）(INN)
鹽酸苯甲嗎碄
(Phenmetrazine hydrochloride)
酒石酸氫苯甲嗎碄（二酒石酸）
(Phenmetrazine hydrogen tartrate(bitarate))
硫酸苯甲嗎碄
(Phenmetrazine sulfate)))
8-氯苯 苯甲嗎碄
(Phenmetrazine teoclate)
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INN)
苯巴比妥銨（Phenobarbital ammonium）
苯巴比妥鈣（Phenobarbital calcium）
二乙基胺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diethylamine)
二乙基胺乙醇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 diethylamino-ethanol)
２－甲基間二氮雜環戊烯－苯巴比妥【２】
(Phenobarbital lysidine)
苯巴比妥鎂（Phenobarbital magensium）
苯巴比妥 N－甲基－１－己烯異丙胺
(Phenobarbital propylhexedrine)
奎寧定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quinidine)
苯巴比妥鈉、鎂
(Phenobarbital sodium, magnesium)
苯巴比妥鈉
(Phenobarbital sodium) (INN)
金雀花鹼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sparteine)
四甲基銨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 tetramethyl-ammonium)
育享賓苯巴比妥
(Phenobarbital yohimbine）
甲基苯乙基胺(Phentermine) (INN)
鹽酸甲基－苯乙基胺(Phentermine hydrochloride)
樹脂甲基苯乙基胺(Phentermine resinate)
匹那西泮 Pinazepam(INN)
派苯甲醇（Pipradrol）(INN)
鹽酸派苯甲醇（Pipradrol hydrochloride）
副甲氧基安非他命 PMA
鹽酸副甲氧基安非他命 PMA hydrochloride
普拉西泮 Prazepam(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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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3.33

956-90-1

2

2934.91
2934.91

634-03-7

4
4

2934.91

50-58-8

4

2934.91
2934.91
2934.91

4
134-49-6
1707-14-8

2
2

2934.91

2

2934.91

2

2939.59

13931-75-4

2

2933.53
2933.53
2933.53
2933.53

50-06-6

4
4
4
4

58766-25-9

2933.53
2933.53

4
4

2933.53
2933.53

4
4

2939.20

4

2933.53

4

2933.53

57-30-7

4

2939.79

4

2933.53
2939.79

4
4

2921.46
2921.46
3003.90
2933.91
2933.33
2933.33
2922.29
2922.29
2933.91

122-09-8
1197-21-3
52463-83-9
467-60-7
71-78-3

2955-38-6

4
4
4
4
4
4
1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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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頭草辛、希洛欽（Psilocine, psilotsin）
鹽酸裸頭草辛、希洛欽（Psilocine, psilotsin hydrochloride）
西洛西賓（Psilocybine）(INN)
鹽酸西洛西賓（Psilocybine hydrochloride）

2939.79
2939.79
2939.79
2939.79
2933.91

520-52-5
3563-49-3

1
1
1
1
4

2933.91

1147-62-2

4

2933.99

2201-39-0

1

2933.53
2933.53
2933.53
2933.53
3003.90
2933.53
2922.29
2922.29
2933.91
2932.99
2932.99

125-40-6

4
4
2
2
2
2
1
1
4
1
1

2934.99
2934.99
2932.99

21500-98-1

2932.99
2933.91
2922.29
2922.29
2933.91
2933.53
2933.55

1972-08-3
10379-14-3

(Pyrovalerone) (INN)
(Pyrovalerone hydrochloride)
環丙胺比咯烷
(Rolicyclidine) (INN) (PHP,PCPY)
仲丁比妥（Secbutabarbital）(INN)
仲丁比妥鈉(Secbutabarbital sodium)
西可巴比妥（Secobarbital）(INN)
西可巴比妥鈣（Secobarbtial calcium）
樹脂西可巴比妥(Secobarbtial resinate)
西可巴比妥鈉（Secobarbtial sodium）
二甲氧基甲苯異丙胺 STP, DOM
鹽酸二甲氧基甲苯異丙胺 STP, DOM hydrochloride
替馬西泮 Temazepam(INN)
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Tenamfetamine(INN)(MDA)
鹽酸二亞甲基雙氧安非他命
(Tenamfetamine(MDA) hydrochloride)
替諾環定 Tenocyclidine(INN)
鹽酸替諾環定 Tenocyclidine hydrochloride
四氫大麻酚，全部異構物
(Tetrahydrocannabinols, all isomers)
d-9-四氫大麻酚(d-9-Tetrahydrocannabinol)
四氫西泮 Tetrazepam(INN)
三甲基安非他命 TMA
鹽酸三甲氧基安非他命 TMA hydrochloride
三唑他 Triazolam(INN)
乙烯比妥 Vinylbital(INN)
吉鐵普醇（Zipeprol）

─428─

76-73-3

309-43-3
15588-95-1
846-50-4
51497-09-7

1972-08-3

28911-01-5
2430-49-1
34758-83-3

1
1
2
2
4
1
1
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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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前驅物
名稱
醋酸酐
丙酮
N-乙醯鄰胺基苯甲酸
鄰胺基苯甲酸
丁酮（乙基甲基酮）
二乙醚
麻黃鹼
麻黃鹼鹽酸
麻黃鹼硝酸
麻黃鹼硫酸
麥角新鹼
麥角新鹼鹽酸
麥角新鹼酸性馬來酸酯
麥角新鹼草酸酯
麥角新鹼酒石酸酯
麥角胺（INN）
麥角胺鹽酸
麥角胺丁二酸酯
麥角胺酒石酸酯
氯化氫（鹽酸）
異黃樟油素
麥角酸
3,4-亞甲基二氧基苯基-2-丙酮
苯基丙酮（苯基甲基酮，苯基-2-丙酮）
新麻黃鹼
鹽酸新麻黃鹼
苯醋酸
六氫吡啶
六氫吡啶氯化金
六氫吡啶鹽酸
六氫吡啶酒石酸氫酯（二酒石酸酯）
六氫吡啶硝酸
六氫吡啶磷酸
六氫吡啶苦味酸酯
六氫吡啶氯鉑酸鹽
六氫吡啶硫氰酸酯
胡椒醛
過錳酸鉀
假麻黃鹼（INN）
假麻黃鹼鹽酸
假麻黃鹼硫酸
黃樟油素
硫酸
甲苯
α-苯基乙醯基乙腈(APAAN)

HS目
2915.24
2914.11
2924.23
2922.43
2914.12
2909.11
2939.41
2939.41
2939.41
2939.41
2939.61
2939.61
2939.61
2939.61
2939.61
2939.62
2939.62
2939.62
2939.62
2806.10
2932.91
2939.63
2932.92
2914.31
2939.44
2939.44
2916.34
2933.32
2843.30
2933.32
2933.32
2933.32
2933.32
2933.32
2843.90
2933.32
2932.93
2841.61
2939.42
2939.42
2939.42
2932.94
2807.00
2902.30
29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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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 No.
108-24-7
67-64-1
89-52-1
118-92-3
78-93-3
60-29-7
299-42-3
50-98-6
81012-98-8
134-72-5
60-79-7
74283-21-9
129-51-1
129-50-0
113-15-5

379-79-3
7647-01-0
120-58-1
82-58-6
4676-39-5
103-79-7
14838-15-4
154-41-6
103-82-2
110-89-4
6091-44-7
6091-46-9
6091-45-8
6091-49-2
22205-64-7
120-57-0
7722-64-7
90-82-4
345-78-8
7460-12-0
94-59-7
7664-93-9
108-88-3
446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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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用在製造某些被控管之非法產品其先質物及必要的化學品表
先質物因(P)

同

義

字

控管產品
（目號）

必要的化學品(E)
（目號）(i)

嗎啡或

(i)可待因(P)

丁二酮嗎啡

(2939.11)

(2939.11)

化學摘要索
引(CAS)號
碼(P)或(E)
其鹽類(S)

可待西(Codicept)

76-57-3

可達西(Coducept)

52-28-8(S)

7,8-去二氫-4,5-環氧-3-甲氧基-17甲基嗎啡-6-醇
甲基嗎啡
3-0-甲基嗎啡
嗎啡-6-醇,7,8-去二氫-4,5-環氧-3
-甲氧基-17-甲基
嗎啡,3-甲基醚
嗎啡單甲基醚
(ii)嗎啡(P)

7,8-去二氫-4,5-環氧-17-甲基-

(2939.11)

嗎啡-3,6-二醇
嗎啡-3,6-二醇,7,8-去二氫-4,
5-環氧-17-甲基

(iii)醋酸酐(E)

醋酸酐(Acetanhydride)

(2915.24)

醋(酸)酐(Acetic oxide)

57-27-2
(無水的)
6009-81-0
(單水合)
108-24-7

醋(酸)酐(Acetyl oxide)
醋酸酐(Ethanoic anhydride)
(iv)氯化乙醯(E)

氯化乙醇(Ethanoye chlorid)

75-36-5

醋酸,乙叉酯

542-10-9

(2915.90)
(v)乙叉二醋酸酯(E)
(2915. 39)
古柯鹼或甲基
苯甲醯-芽子

(i)丙酮(E)
(2914.11)

鹼(2939.71)

1,1-二乙醯基乙烷
2-丙酮
二甲基酮

67-64-1

β-丙酮
焦醋酸醚
丙-2-酮
(ii)二乙醚(E)

乙醚

(2909.11)

醚
乙氧基乙烷
乙醚
二乙醚
麻醇醚

－431－

6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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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甲基乙基酮

丁酮

78-93-3

5'-苯基-12'-羥基-2'-甲基麥角胺-

113-15-5

(MEK)(E)
(2914.12)
麥角鹼(INN)或
LSD 或
N,N- 二甲基麥角醯胺
(2939.69)

(i)麥角胺(INN) (P)
(2939.62)

3',6',18-三酮

379-79-3(s)

麥角胺-3',6'18-三酮,12'-羥基-2'甲基-5'-(苯甲基)
12'-羥基-2'-甲基-5'-(苯甲基)
麥角胺-3'6',18-三酮
吲哚[4,3-fg]喹啉麥角胺-3'6',
18-三酮衍生物
8H-氧氮雜茂酮[3,2-a] 吡咯並[2,1-c]
吡

,麥角胺-3',6',18-三酮衍生物

N-(5-苯甲基--10b-羥基-2-甲基-3,6二噁茂雙氧-氧氮雜茂酮-[3,2-a]
吡喀並[2,1-c]-

-2-基)-Ｄ-麥角胺

麥胺(Ergam)
麥胺酯(Ergate)
麥角胺(Ergomar)
麥角胺(Ergostat)
麥角胺酒石酸氫酯
麥角胺,酒石酸(2:1)(S)
酒石酸麥角胺
麥角胺-3',6',18-三酮,12'-羥基-2'
一甲基-5'-(苯甲基)-,-2,3-二氫
丁二酸(2:1)(S)
麥魚酒石酸
因亭(Etin)
因麥格(Exmigra)
福馬精(Femergin)
枸他麥酒石酸(Gotamine tbartrate)
蓋爾精(Gynergene)
林格素(Lingraine)
林格綠(Lingran)
美地好爾麥角胺(Medihaler Erogotamine)
新-多角鹼(Neo-Ergotin)
瑞基他命(Rigetamin)
西卡基(Secagyn)
西卡平(Secu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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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麥角醯胺(P)
(2939.69)

9,10-去二氫-6-甲基麥角胺-8-羧胺

478-94-4

麥鹼
麥角鹼-8-羧胺,9,10-去二氫-6-甲基
吲哚 (4,3-fg)喹, 啉麥鹼-8-羧胺衍生物

(iii)麥角酸(P)
(2939.63)

麥鹼-8-羧酸,9,10-去二氫-6-甲基
菸鹼[4,3-fg] 喹啉, 麥鹼-8-羧酸衍生物
4,6,6a,7,8,9-六氫-7-甲基- -吲哚

82-58-6

[4,3-fg]喹啉-9-羧酸
9,10-去二氫-6-甲基吡啶-8-羧酸
(iv)甲基 6-甲基菸

甲基-6-甲基吡啶-3-羧酸酯

草鹼(P)

6-甲基菸鹼酸,甲基酯

(2933.39)

菸鹼酸,6-甲基-,甲基酯

5470-70-2

3-吡啶羧酯,6-甲基-,甲基酯
(v)麥角新鹼

麥角諾文(Ergonovine)

(DCI)(P)

麥角巴生(Ergobasine)

(2939.61)

麥角安生(Ergotocine)

60-79-7

麥角甾春(Ergostetrine)
麥角酯(Ergotrate)
麥角可林素(Ergoklinine)
辛諾朱春(Syntometrine)
9,10-去二氫-N-(2-羥基-1-甲基乙基)
-6-甲基麥鹼-8-羧胺
N-(2-羥基-1-甲基乙基)-麥角胺

60-79-7

麥角酸,2-丙醇胺
麥角酸,2-羥基-1-甲基乙基胺
羥基丙基麥角胺
巴色精(Basergin)
新福磨精(Neofemergen)
柯漏生亭(Cornocentin)

129-50-0(S)

而瑪翠(Ermetrine)
安非他命(INN)
Amfetamine

(i)苯丙烯(P)

3-苯丙-1-烯

129-51-1(S)

P-2-P

300-57-2

(2902.90)

(Amphetamine)

(ii)苯基丙酮(P)

或α-甲基-苯

(2914.31)

苯基-2-丙酮

乙基胺

1-苯基-2-氧代丙烷

(2921.46)

苯甲基甲基酮

103-79-7

BMK

(iii)Cathine(苛新)

膺麻黃鹼(Norpseudoephedrine)

37577-07-04

(INN)(P)

愛迪泡斯丁 N(Adiposetten N)

36393-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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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9.43)

2-胺基-1-羥基-1-苯基丙烷

492-39-7

2-胺基-2-甲基-1-苯基乙醇
2-胺基-1-苯基丙-1-醇
苯甲醇,α-(1-氧化乙醇)
E 50
依波西(Exponcit)
富枸亞第波特(Fugoa-Depot)
卡亭(Ketine)
蜜尼斯克 M.D.(Miniscap.M.D.)
蜜紐新(Minusin(e))
原異麻黃鹼
1-苯基-2-胺基丙-1-醇
苯基丙醇胺
膺麻黃鹼(Pseudonorephedrin(e))
瑞杜芳(Reduform)
(iv)苯醋酸(P)
(2916.34)

苯乙酸(Benzene acetic acid)

103-82-2

α-苯乙酸(α-Toluic acid)

(v)甲醯胺(P)

甲基醯胺(Methanamide)

(2924.19)

脲基醛(Carbamaldehyde)

75-12-7

甲醯胺(Formic acid amide)
(vi)苯甲醛(P)
(2912.21)

苯甲醛(Benzoic aldehyde)

100-52-7

苯甲醛(Benzene carbonal)

(vii)甲酸銨(E)

540-69-2

(2915.12)
(viii)硝基乙烷(E)

79-24-3

(2904.20)
(iv)羥基氯化銨(E)
(2825.10)
(x)反-β-甲基苯乙烯(P)
(2902.90)

亞甲二氧基安非
他命或

(i)胡椒醛(P)
(2932.93)

鹽酸胲(Hydroxylamine hydrochloride)
鹽酸羥胺(Oxammonium hydrochloride)
1-苯丙烯

873-66-5

丙-1-烯基苯

1,3-苯並噁茂-5-脲基醛(1,3-Beuzodioxol5-Carbaldehyde)

MDA 或α-甲基-3,4-

兒茶醛甲烯醚

亞甲二氧（代）苯乙

1,3-苯並二噁茂-5-刁基醛(1,3-

基胺(2932.99)

5470-11-1

Bezodioxole-5-Carboxaldehyde)
3,4-(亞甲基二氧)-苯甲醛

天芥菜精
胡椒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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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57-0

Ch.29
二氧亞甲基兒茶醛
(ii)黃樟油素(P)
(2932.94)

5-丙烯基-1.3-苯並二噁茂

94-59-7

1,2-亞甲基二氧-4-丙-2-烯基苯
5-丙-2-烯基-1,3-苯並二噁茂

(iii)異黃樟油素(P)
(2932.91)

5-丙-1-烯基-1,3-苯並二噁茂

120-58-1

1,2-亞甲基二氧-4-丙-1-烯基苯

(iv)硝基乙烷(E)

79-24-3

(2904.20)
(v)1-(1,3-苯並二
噁茂-5-基)-2-

3,4-亞甲基二氧-苯丙酮

4676-39-5

3,4-亞甲基二氧苯基丙-2-酮

丙酮(P)
(2932.92)
(vi)甲胺酸(E)

540-69-2

(2915.12)
(vii)羥基氯化胺(E)
(2825.10)
(viii)甲醯胺(E)
(2924.19)

鹽酸胲(Hydrolamine hydrochloride)

5470-11-1

鹽酸羥胺(Oxammonium hydrochloride)
甲基醯胺(Methanamide)

75-12-7

脲基醛(Carbamaldehyde)
甲醯胺(Formic acid amide)

甲基安非他命
Metamfetramine(INN)

(i)苯基丙酮(P)
(2914.31)

P-2-P
苯基-2-丙酮

(Methamphetamine)

1-苯基-2-氧代丙烷

或 2-甲胺基-1

苯甲基甲基酮

-苯基丙烷或

BMK

去氧麻黃鹼
(2939.91)

(ii)N-甲基-

103-79-7

甲基甲醯胺

123-39-7

氯甲基苯

100-44-7

甲醯胺(P)
(2924.19)
(iii)氯化苯甲基(P)
(2903.69)
(iv)麻黃鹼(P)
(2939.41)

α-氯甲苯
1-苯基-1-羥基-2-甲基胺基丙烷

299-42-3

2-甲基胺基-1-苯基丙-1-醇

(v)甲基胺(P)

胺基甲烷

(2921.11)

單甲基胺

74-89-5

甲基胺
(vi)苯醋酸(P)
(2916.34)

(vii)苯甲醛(P)
(2912.21)
亞甲二氧基-甲

(i)甲基胺(E)

苯乙酸(Benzeneaceticacid)

103-82-2

α-苯乙酸(α-Toluic acid)

苯甲醛(Benzoic aldehyde)

100-52-7

苯甲醛(Benzene carbonal)
胺基乙烷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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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安非他命

(2921.11)

或 MDMA

單甲基胺
甲基胺

或α-甲基-3,4-亞

(ii)胡椒醛(P)

甲二氧(代)苯乙

(2932.93)

1,3-苯並二噁茂-5-脲基醛(1,3Benzodioxol-5-Carbaldehyde)

基(甲基)胺或

兒茶醛甲烯醚

XTC(迷幻劑)

1,3-苯並二噁茂-5-脲基醛(1,3-

(2932.99)

120-57-0

Benzodioxol-5-Carboxaldehyde)
3,4-(亞甲基二氧)苯甲醛
天芥菜精
胡椒醛
二氧亞甲基兒茶醛
(iii)黃樟油素(P)
(2932.94)

5-丙烯基-1,3-苯並二噁茂

94-59-7

1,2-亞甲基二氧-4-丙-2-烯基苯
5-丙-2-烯基-1,3-苯並二噁茂

(iv)異黃樟油素(P)
(2932.91)

5-丙-1-烯基-1,3-苯並二噁茂

120-58-1

1,2-亞甲基二氧-4-丙-1-烯基苯

(v)硝基乙烷(E)

79-24-3

(2904.20)
(vi)1-(1,3 苯並二噁茂
-5-基)丙-2-酮(P)

3,4-亞甲基二氧苯丙酮

4676-39-5

3,4-亞甲基二氧苯基丙-2-酮

(2932.92)
甲基喹酮-(INN)
或 2-甲基-3-鄰
-甲苯基-4-(3H)喹唑啉酮
(2933.55)

(i)鄰胺基苯甲酸(P)
(2922.43)
(ii)鄰-甲苯胺(P)
(2921.43)
(iii)鄰-硝基甲苯(P)
(2904.20)
(iv)醋酸酐(E)
(2915.24)

鄰-胺基苯甲酸

118-92-3

2-胺基苯甲酸
鄰-胺基甲苯

95-53-4

2-胺基甲苯
1-甲基-2-硝基苯

88-72-2

2-硝基甲苯
醋酸酐(Acetanhydride)

108-24-7

醋酸酐(Acetic oxide)
醋酸酐(Acetyl oxide)
醋酸酐(Ethanoic anhydride)

(v)2-甲基-1,3-苯

95-21-6

並噁唑(P)
(2934.99)

墨斯卡靈或

(vi)2-乙醯胺基-

2-乙醯胺基-苯甲酸

苯甲酸(P)

鄰-乙醯胺基-苯甲酸

(2924.23)

N-胺基苯酸

(i)3,4,5-三甲氧

3,4,5-三甲

基苯醛(P)

氧基-苯乙胺

(2912.49)

3,4,5-三甲氧基甲醯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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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52-1

86-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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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9.79)

(ii)3,4,5-三甲氧基

三甲基五倍子酸

118-41-2

苯甲酸(P)
(2918.99)
(iii)3,4,5-三甲氧基

4521-61-3

苯醯氯(P)
(2918.99)
(iv)3,4,5-三甲氧基

3840-31-1

苄醇(P)
(2909.49)
(v)硝基甲烷(E)

75-52-5

(2904.20)
苯環哌啶(INN)或

(i)哌啶(P)

六羥基吡啶

(PCP)或 1-(1-苯

(2933.32)

次戊基亞胺

基環己基)哌啶

(ii)環己酮(P)

環己酮

(2933.33)

(2914.22)

酮基環己烷

110-89-4

108-94-1

海卓歐(Hytrolo)
亞諾(Anone)
那當(Nadone)
(iii)溴基苯(P)

單溴代苯

(2903.69)

溴化苯

－437－

108-86-1

Ch.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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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稅則第 29 章註解中提及之某些產品的化學結構式
頁數

節
總則

段

落在

(G)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酯、鹽、及部份鹵化物之分類
(1）

301

註

酯

(a)
(醋酸) ( 二乙基乙二醇) (醋酸二乙二醇酯)

｜

439

｜

(b)

(苯磺酸)

(甲醇)

(苯磺酸甲酯)

(c)
(鄰苯二甲酸─丁酯)
29.17

439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d)
(鄰苯二甲酸)
29.17 節

(301)

(G)

(乙醇酸)
29.18

(丁醇)(丁基鄰苯二甲醯基乙醇酸丁酯)
29.05
29.18

(d)
(醋酸)
29.15

(乙醇)

(醋酸乙酯)
29.15

鹽類

(2)
｜

440

｜

(a)
(i)

(甲氧基苯甲酸)
29.18

(鄰苯二甲酸一丁酯)
29.17

(氫氧化鈉)

( 氫氧化銅)

(甲氧基苯甲酸鈉)
29.18 節

(鄰苯二甲酸正丁酯銅)
29.17 節

440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ii)
(二乙胺)
29.21

(301)

(G)

(2)

(氫氯酸)
28.06

(鹽酸二乙胺)
29.21

(b)
(i)
(醋酸)
29.15

(苯胺)
29.21

(甲胺)
29.21

(苯氧醋酸)
29.18

(醋酸苯胺)
29.21

｜

441

(ii)

｜

302

(4)
2902

(苯氧醋酸甲胺)
29.18

羧酸之鹵化物
(氯化異丁酸：29.15）
環烴

(B)
308

環帖烯
(3)

(C)

檸檬油精
芳香族烴

441

頁數

節

段

(308)

落在
(I)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c) 鄰-二甲苯

(d)
苯乙烯
(1)
29.03

烴之鹵化衍生物
(F)

311

｜

芳香族烴之鹵化衍生物

(F)

(6)

DDT(ISO) (滴滴涕 (INN)（
〔1,1,1─三氯─2,2
─雙（對氯苯）乙烷〕

(F)

(11)

2.2'.4.4'.5.5'-六溴聯苯

442

｜

29.04

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A)

磺化衍生物
(1)

(B)
312

CH2=CHSO3H

硝化衍生物
(1)

(C)

(a) 亞乙基磺酸

(d) 三硝基甲烷

CH(NO2)3

亞硝化衍生物

442

頁數

節

段

落在
(2)

(D)
(312)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亞硝基甲苯

(1)

氯苯磺酸

(5)

全氟辛烷磺酸(PFOS)
非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B)
443

316

不飽和─元醇
(1)

(C)

｜

解

磺鹵化衍生物

29.05

｜

註

烯丙醇

H2C=CHCH2OH

二元醇及其他多元醇
(II) (4) 甘露醇

29.06

環醇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環烷醇、環烯醇或環帖烯醇及其鹵化、磺化、或
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A)

317

(1)
29.07

薄荷腦
酚；酚醇

(A)

單環一元酚
443

頁數

節

段

319

落在

(2)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320

(B)

結

構

式

甲酚
(鄰-甲酚)

(B)

學

（間-甲酚）

（對-甲酚）

多環單元酚

(1)

萘酚
（α-萘酚）

(C)

（β-萘酚）

多元酚

｜

444

｜

(1)

間苯二酚

(3)

雙苯酚 A
醚，醚醇、醚酚，醚醇酚，過氧化醇，過氧化醚，
過氧化酮（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及其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09
(C)
324

醚酚及醚醇酚
(1)

癒瘡木酚

444

頁數

節

段
(D)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過氧化醇，過氧化醚及過氧化酮
過氧化酮
（過氧環己酮）

過氧化縮酮
1,1-二(叔丁基過氧化)環己烷

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環氧醇、環氧酚及環氧
醚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0
｜

445

325

(1)

環氧乙烷

｜

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縮醛及半縮醛及其鹵
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1

326

(A)

已否具有其他氧官能之醛；醛之環狀聚合物；三
聚甲醛

29.12
327

縮醛及半縮醛

(A)

328

醛

(IV) (1) 苯甲醛
(B)

醛醇、醛醚、醛酚及具有其他氧官能基醛
445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B)

落在

(4)

(C)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香草精

三噁烷
不論是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及醌及其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4
331

解

醛之環狀聚合物

(1)

｜

註

(A)

酮

446
｜

332

(II) (1) 樟腦

(E)
333

醌
(1)

蒽醌

(4)

輔酵素 Q10(泛癸利酮(INN))

(F)

446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飽和非環─元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
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5

337

註

(V)

(a)

CH3CH2CH2COOH

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環狀一元羧酸、其酐、鹵
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
或亞硝化衍生物
不飽和非環一元羧酸及其鹽類，酯類及其他衍生
物

29.16
(A)

339

正-丁酸

(1)

丙烯酸

CH2=CHCOOH

｜

447

芳香族飽和一元羧酸及其鹽類、酯類及其他衍生
物

(C)

｜

(1)

(339)

苯甲酸

(a) 過氧苯甲醯

(b) 氯化苯甲醯

29.17

多元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及過氧酸；
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447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A)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非環多元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衍生物

340

(3)

壬二酸

341

(5)

順丁二烯酐

(C)

HOOC(CH2)7COOH

芳香族多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物

(1)

鄰苯二甲酸酐

(2)

對-苯二羧酸

｜

448
｜

附加有氧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酐、鹵化物、過氧化
物及過氧酸；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
物
具有醇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
物

29.18
(A)

342

(3)

檸檬酸

448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343

落在

註

解

中

之

(6)

苯乙醇酸

(8)

2，2-二苯基-2-羥基乙酸(二苯乙醇酸)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具有酚官能基之羧酸及其酯類、鹽類及其他衍生
物

(B)

(1)

柳酸

｜

449
｜

345

磷酸酯及其鹽類（包含乳醯磷酸）
，其鹵化、磺化、
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9

(3)

其他無機酸之酯類（鹵化氫之酯類除外）及其鹽
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20
346

(346)

磷酸三丁酯

(A)

硫代磷酸酯

0,0─二丁基二硫代磷酸鈉
449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B)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亞磷酸二甲酯

(D)

亞硝酸酯及硝酸酯

硝酸甲酯

CH3ONO

硝化甘油
｜

450

(E)

｜

酸酯或過氧化碳酸酯及其鹽類
(1)

(F)

碳酸二鄰甲氧基苯酯
矽酸酯及其鹽類
矽酸四乙酯

29.21

胺官能基化合物
(A)

348

非環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4)

(B)

乙胺

CH3-CH2-NH2

非環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450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2)

(D)
(348)

｜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己二胺
芳香族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451

(1)

苯胺

(2)

甲苯胺

(4)

1-萘胺

｜

(E)

芳香族多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

29.22

氧官能胺基化合物
(A)

349

苯二胺

胺醇，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1)

乙醇胺

H2N-CH2CH2OH

451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B)

350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胺萘酚及其他胺酚，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1)

(4)

胺基羥基萘磺酸類

(a) 甲氧苯胺

(b) 二甲氧苯胺
｜

452
｜

(D)
351

胺基酸及其酯類；其鹽類
(1)

29.23
352

離胺酸
第四銨鹽類及氫氧化物；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1)

膽汁鹼(氫氧膽汁鹼)

(2)

卵磷酯

29.24

羧基醯胺基化合物；碳酸之醯胺基化合物
(B)

環醯胺

452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353

落在

(1)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ii) 二乙基二苯脲

羧基醯亞胺官能基化合物（包括糖精及其鹽類）
及亞胺官能基化合物

29.25
(A)
354

亞醯胺類
(1)

(B)
｜

糖精
亞胺類

453

(1)

(a) 二苯胍

｜

(3)
29.26
355

亞胺基醚類
腈官能基化合物

(1)

丙烯腈

(2)

1─氰胍

CH2=CHCN

453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19)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α-苯基乙醯基乙腈(APAAN)

29.27

重氮偶氮或氧化偶氮化合物
(A)

重氮化合物
(1)

356

註

(a) 氯化重氮苯

(B)

偶氮化合物

R1N=NR2

(C)

氧化偶氮化合物

R1-N2O-R2

｜

454
｜

(1)
29.28
357

氧化偶氮苯
肼及胲（羥胺）之有機衍生物

(1)

苯肼

454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11)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苯乙醛肟

29.29

其他氮官能基化合物
(1)

異氰酸酯

第十
分章
359

註

R-N=C=O

有機、無機化合物、雜環化合物、核酸及其鹽類、
及磺醯胺類
(A)

五員環

(1)

(a) 呋喃團

｜

455
｜

(359)

(b) 噻吩團

(c) 吡咯團

(2)

(a) 噁唑

(a) 異噁唑團

455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b) 噻唑團

(c) 咪唑

(c) 吡唑團

(3)

(a) 一氧二氮二烯伍圜團

｜

456
｜

(359)

(b)

三氮二烯伍圜團
（1,2,4-三氮二烯伍圜團）

(c) 四氮二烯伍圜團

(B)

六員環
(1)

(a) 派喃團（2H-派喃團）

(b) 硫派喃團

456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c) 吡啶團

(2)

(a) 噁嗪團（1,4-噻嗪團）

(b) 噻嗪團（1,4-噻嗪團）

(c) 噠嗪
｜

457
｜

(359)

(c) 嘧啶

(c) 吡嗪

(c) 派嗪
(C)
360

其他更複雜之雜環化合物
(a)

苯駢呋喃
457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b)

苯駢派喃

(c)

二苯駢派喃

(d)

吲哚

(e)

喹啉及異喹啉

(f)

吖啶

(g)

苯駢噻吩

(h)

吲唑

(ij)

苯駢咪唑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

458
｜

(360)

458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k)

吩嗪

(l)

吩噁嗪

(m)

苯駢㗁唑

(n)

咔唑

(o)

喹㗁啉

(p)

苯駢噻唑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

459
｜

(360)

29.30

有機硫化合物
(A)

含有 C-S 鍵的化合物

二硫代碳酸鹽或酯（黃酸鹽或酯）
(1)

黃酸乙酯鈉鹽

C2H5O-CS2Na

硫代胺基甲酸鹽；二硫代胺基甲酸鹽及二硫代雙
甲硫羰醯胺

(B)
(2)

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
459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361

段

落在

(C)

註

解

中

硫化物（或硫醚）
(1)

(D)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R.S.R1

蛋胺酸
硫代醯胺

(2)
29.31

二苯硫脲
其他之有機－無機化合物

(3)

甲膦酸二甲酯

(4)

有機矽化物

｜

460
｜

362
362

六甲基二矽氧烷
29.32

363

含有 C-Si 鍵的化合物

僅具有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結構中含未稠和呋喃環（不論是否氧化）之化合
（請參考第 359 頁第十分章有關呋喃之結構式）
物

(A)

(2)

2─呋喃醛

(3)

呋喃甲醇

460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5)

(B)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蔗糖素

內酯

(a)

薰草素

(p)

酚酞

｜

461
｜

364

(C)

其他僅具有氧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364)

(5)

黃樟油素

365

(10)

1-(1,3)-苯並二噁茂-5-基)-2-丙酮

461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酯官能基構成二個環的例子

例如二內酯

內半縮醛

過氧化酮類（除外）-請參考 29.09
｜

462
｜

29.33
366

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結構中含未稠合吡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
[請參考第 340 頁第十分章(A)(2)(c)有關吡唑之結構式]
物

(A)

367

(1)

啡那宗

結構中含未稠合咪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
[請參考第 340 頁第十分章(A)(2)(c)有關咪唑之結構式]
物

(B)

(1)

乙內醯脲

462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C)

結構中含未稠合吡啶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
[請參考第 340 頁第十分章(B)(1)(c)有關吡啶之結構式]
物

(D)

含喹啉或異喹啉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 [請參考第 341 頁第十分章(C)(e)有關喹啉或異喹啉之結構式]
(4)

368

(1)

｜

四氫甲基喹啉(5,6,7,8-四氫甲基喹啉)

丙二醯脲（巴比妥酸）

463

結構中含未稠合三氮井（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
物

(F)

｜

(368)

式

結構中含嘧啶環（不論是否氫化）或六氫吡井環
[請參考第 340 頁第十分章(B)(2)(c)有關嘧啶之結構式]
之化合物

(E)

369

註

(1)

三聚氰胺

(G)

內醯胺類

(H)

其他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1)

咔唑

(2)

吖啶

[請參考第 341 頁第十分章(C)(f)有關吖啶之結構式]
463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惡唑他

醯胺官能基構成二個環
29.34
370

核酸及其鹽類；其他雜環化合物
結構中含未稠合噻唑環（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
[請參考第 340 頁第十分章(A)(2)(b)有關噻唑之結構式]
物
含苯駢噻唑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
[請參考第 341 頁第十分章(C)(p)有關苯駢噻唑之結構式]
經進一步稠合者

(A)
(B)

｜

464
｜

(370)

(C)

含苯駢噻嗪環系（不論是否氫化）之化合物，未
經進一步稠合者

(D)

其他雜環化合物
(1)

(1)

萘迫磺內酯類

(a) 酚紅

464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2)

萘迫磺內醯胺類

(4)

呋喃偶氮叻啶酮(INN)

29.35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磺醯胺類

(1)

全氟辛烷磺醯胺

(5)

對胺基苯磺醯胺

｜

465
｜

371

29.37
Ⅴ

380

(b)

(B)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內分泌素；及其主要用
作內分泌素之衍生物；主要用作內分泌素之其他
類固醇
荷爾蒙、前列腺素、前列凝素及白三烯素的結構
式類似物

Gonane(腺甾烷)

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及結構式類似物
465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1)

381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

(a) 可體松（cortisone）(INN)

(b)

｜

Hydrocortisone(INN)
(氫化可體松)

雌性激素及黃體素

(3)

黃體脂酮(INN)

466

(3)

｜

382

(B)

383

列
表

Androstane
(雄甾烷)

466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385

388

｜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雌素酮(Estrone)(INN)

列
表

Prednisolone(INN)

467

Prednisone(INN)

｜

睪丸素酮(Testosterone)(INN)

Estrane
(雌甾烷)

467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Pregnane
(孕甾烷)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苷及其鹽類、醚類、酯
類及其他衍生物

29.38

392

(1)

芸香苷

｜

468

天然或以合成方法再製之植物鹼及其鹽類、醚
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29.39

｜

(A)

393

鴉片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1)

(B)

嗎啡

金雞納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468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段

394

落在

(1)

(C)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奎寧

咖啡鹼及其鹽類

咖啡鹼

(D)

麻黃鹼及其鹽類

｜

469
｜

(1)

(E)

麻黃鹼

茶鹼及胺非林（乙二胺茶鹼）及其衍生物；其鹽
類

茶鹼

395

(G)

尼古丁及其鹽類

469

HS 註解第八次增修訂內容譯文（中英對照）
頁數

節

(395)

段

落在

解

中

之

敘

述化

(G)

尼古丁

(IJ)

非植物性生物鹼：鮮綠青素(viridicatin)(真菌)、青
蛙毒(histrionicotoxin)(動物)、瓢蟲素
(coccinelline)(昆蟲)、varacin(海洋生物)及
procyanine(細菌)

學

結

構

式

化學級糖類（蔗糖、乳糖、麥芽糖、葡萄糖及果
糖除外）
；糖醚及糖酯及其鹽類（第 29.37，29.38
及 29.39 節之產品除外）

29.40

｜

註

470
｜

(A)

397

化學級純糖類

(1)

(B)

(B)

半乳糖

糖醚及糖酯，及其鹽類

(1)

氫氧丙基蔗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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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節

段

29.41

｜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抗生素

471

398

(1)

配尼西林(Penicillins)

(398)

(2)

鏈黴素

｜

399

鏈黴胺(鏈黴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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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鏈黴胍(鏈黴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399)

甲基葡萄糖胺(鏈黴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

472

5－deoxylyxose(鏈黴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

(3)

四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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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4-二甲基胺基-萘並萘-2-甲醯胺(全氫化)(四環素
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399)

N-(2-羥基-1-甲基-2-苯乙基)乙醯胺(氯絲菌骨架的
組成)(目註解)

｜

473
｜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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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段

(5)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紅絲菌素

｜

474
｜

13-乙基-13-十三交酯(紅絲菌素骨架的組成)(目註
解)

(399)

去氧糖胺(紅絲菌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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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節

段

落在

註

解

中

之

敘

述化

學

結

構

式

麥卡糖(紅絲菌素骨架的組成)(目註解)

29.42

其他有機化合物
(1)

乙烯酮(ketene)

(2)

乙酸亞砷酸銅(copper acetoarsenite)

(3)

三氟化硼與乙醚形成之錯合物

Cu(CH3CO2)2‧3Cu(AsO2)2
(C2H5)2O‧BF3

｜

475
｜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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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醫藥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食品或飲料（如病人用食品、糖尿病人用食品、加強營養食品、食品附加物、滋補飲料、礦泉水），靜
脈內給藥營養品者除外（第四類）；
（b）幫助吸菸者戒菸製品例如片劑、口嚼錠或貼片（經皮吸收者）（2106 節或 3824 節）。
（c）經特殊煆燒或細研磨之石膏用於牙科者（第 25.20 節）；
（d）精油之蒸餾液及水溶液，適於藥用者（第 33.01 節）；
（e）第 33.03 至 33.07 節之製劑，即使含有治療或預防疾病之性質；
（f）肥皂或第 34.01 節之其他製品包含已添加藥物者；
（g）以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製品（第 34.07 節）；或
（h）血蛋白非供醫療或預防疾病用者（第 35.02 節）。
2.－第 3002 節所稱之「免疫產品」適用於直接涉及免疫調節過程之胜肽和蛋白質（第 29.37 節貨品除外）例如單
株抗體（MAB）、抗體片段、抗體結合物及抗體片段結合物、白細胞介素、干擾素（IFN）、趨化因子及某些
腫瘤壞死因子（TNF）、生長因子（GF）、造血和菌落刺激因子（CSF）。
3.─第 30.03 和 30.04 節及本章章註 4（d）項所稱混合及未混合產品，其解釋如下：
（a）可視為未混合產品：
（1）未混合產品之溶於水中者；
（2）所有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之貨品；和
（3）第 13.02 節之簡單植物萃取物，僅經標準化或溶於任何溶劑者。
（b）可視為混合產品：
（1）膠質溶液及懸浮液（膠質琉磺除外）；
（2）處理混合物材料所得之植物性萃取物；及
（3）蒸發天然礦泉所得之鹽類及濃縮物。
4.─第 30.06 節僅適用下列各項物品，此類物品只能歸列該節，不能歸入其他節：
（a）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及類似已消毒縫合材料（包括外科手術或牙科用已消毒且可被吸收性之紗線）和
已消毒之外科傷口閉合用組織黏合劑；
（b）已消毒之昆布及已消毒昆布塞條；
（c）外科或牙科用已消毒且可被吸收性之止血物品；無論是否具被吸收性之外科或牙科用已消毒黏附阻隔層；
（d）ｘ光檢驗用不透明製劑及設計供病人用之診斷用試藥，其為具有劑量之未混合產品或具有二種或以上成
分之產品，經混合後可供作該項用途者；
（e）血型分類用試藥；
（f）牙科用黏固劑及其他牙科用填充物；骨骼再建黏固劑；
（g）急救箱及急救設備；
（h）以荷爾蒙、第 29.37 節之其他產品或殺精蟲劑為基料之化學避孕製劑。
（ij）膠狀製品，設計用於人獸醫藥品，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之
偶合劑；
（k）報廢醫藥品即指不適合其原先所定用途之醫藥品，例如超過有效期限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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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可辨識係供人工造口術用之物品，諸如供結腸造口術、迴腸造口術及尿道造口術用已切成一定形狀之造
口袋及其黏貼片或薄板。

。
。。

目註：
1.─第 3002.13 及 3002.14 目所稱未混合及混合產品如下：
（a）可視為未混合產品，純物質產品，不論是否含有雜質；
（b）可視為混合產品：
（1）上列（a）項所述之產品溶於水或其他溶劑中；
（2）上列（a）及（b）（1）項所述之各產品為保存或運輸上所必需要而加安定劑者；及
（3）上列（a）、（b）（1）及（b）（2）項所述之各產品含有任何其他添加劑。
2.－第 3003.60 及 3004.60 目包括含有青蒿素(INN)結合其他藥用有效成分之口服藥劑，或含有任何下列主要有效成
分，不論是否結合其他藥用有效成分之藥劑：氨酚喹(INN)；蒿醚林酸或其鹽類；青蒿醇(INN)；蒿乙醚(INN)；
蒿甲醚(INN)；青蒿琥酯(INN)；氯奎寧(INN)；二氫青蒿素(INN)；苯芴醇(INN)；甲氟喹(INN)；喹哌(INN)；乙
胺嘧啶(INN)；磺胺多辛(INN)。

總

則

本章包含聚乙二醇與稅則第 30 章醫藥結合之聚乙二醇化產品（例如：功能性蛋白質和胜肽,抗體片段），以增進
藥效。本章聚乙二醇化之產品與未聚乙二醇化者仍歸列在同一節（例如第 3002 節聚乙二醇干擾素(peginterferon)
（INN））

30.01-已乾燥之醫療用腺體和其他器官，不論是否製成粉末；醫療用腺體或其他器官或其分泌
物之萃取物；肝素及其鹽類；其他未列名之已調製人類或動物物質，供醫療或預防疾病
之用者。
3001.20-腺體或其他器官或其分泌物之萃取物
3001.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已曝乾之醫藥用動物腺體或其他器官，製成粉末或未製成粉末者（例如：腦、脊髓、肝、腎、胰臟、乳腺、
睪丸、卵巢）。
（B）醫療用腺體或其他器官或其分泌物之萃取物，經以溶劑萃取、沉澱、凝固或以任一其他方法獲得。此類萃
取物得為固體、半固體或液體，或存於任一保存用培養基之溶液或懸濁液。
醫療用腺體或器官之分泌物之萃取物，包括膽汁萃取物。
（C）肝素及其鹽類。肝素包含得自於哺乳類動物組織之複合有機酸（粘多醣）混合物。其成分依組織來源而異。
肝素及其鹽類主要用為醫療藥品，特別是作為抗凝血劑。此類產品不論其活性程度如何，仍歸屬本節。
（D）供醫療或預防用之其他人類或動物物質，在商品標準分類(CCC Nomenclature)內無專節可資歸屬者，此類物
品計有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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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紅骨髓保存於甘油中者。
（2）蛇及蜂之毒液，調製成乾片，及由此類毒液製成之無菌潛隱毒素。
此類物品（上述之（1）及（2）項）一旦以具有一定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而被列為醫療製劑時，
則歸列於第 30.04 節中。
（3）骨、器官及其他人類或動物組織，不論是活的或是被保存者，適於作永久移植，置於或許含使用方法
等說明書之無菌包裝內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鮮、冷、凍或其他暫時保藏之腺體或其他動物器官（第二或第五章）。
（b）膽汁，已乾或未乾者（第 05.10 節）。
（c）處理腺體或其他器官之萃取物所得而歸入第二十九章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及其他產物，例如胺基
酸（第 29.22 節），維生素（第 29.36 節），內分泌素（第 29.37 節）。
（d）供醫療預防、或診斷用之人類血液、動物血液，以及抗毒血清（含特定免疫球蛋白）與其他血液分離
成分（如「正常」血清，人類正常免疫球蛋白，血漿，血纖維蛋白原，及血纖維蛋白）（第 30.02 節）。
（e）具備第 30.03 或 30.04 節（參見相關之註解）醫療品特性之物品。
（f）非供醫療或預防疾病用之球蛋白及球蛋白分離部分（異於血液或血清成分者）（第 35.04 節）。
（g）酵素（第 35.07 節）。

30.02-人類血液；已調製動物血液供治療、預防疾病或診斷用；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
及免疫產品等，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物
（酵母除外）和類似品（+）。
-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免疫產品，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
得者：
3002.11 --瘧疾檢測試劑組
3002.12 --抗毒血清及其他血液分離部分
3002.13 --免疫產品，未混合，不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4 --免疫產品，已混合，不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5 --免疫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9 --其他
3002.20-人類醫藥用疫苗
3002.30-動物用疫苗
3002.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人類血液（例如：在封閉安瓿中之人類血液）。
（B）供治療、預防或診斷用之已調製動物血液。
非供此類用途之動物血液則歸屬於第 05.11 節。
（C）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免疫產品，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
此等產品包括：
（1）抗毒血清和其他血液分離部分，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
血清為血液凝固後分離而出之流體。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源自於血液之產物（包括血管內皮細胞）：「正常」血清，人類正常免疫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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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具有酵素性質或活性之血液分離部分和截斷變異體（部份）蛋白、血漿、凝血酵素、血纖維蛋白
原、血纖維蛋白及其他血凝固因子、血栓調節蛋白、血液球蛋白、血清球蛋白及血紅蛋白。本群也包
括透過生物技術的過程而得的改質血栓調節蛋白及改質血紅蛋白。例如 sothrombomodulin alfa（INN）和
thrombomodulin alfa（INN），以及交聯血紅素諸如交富血紅素（INN），血紅素谷氨酸基團（INN）和
交聚血紅素（INN）。
本節也包括供治療或預防疾病用的血液白蛋白（例如，由人類全血之血漿分離而獲得之人類白蛋
白）。
抗毒血清係得自先天對某些疾病具有免疫，或對某些疾病已產生被動免疫之人或獸之血液，不論
這些疾病係由於病原菌及濾過性病毒，毒素或過敏現象等引起。抗毒血清用作治療白喉、痢疾、壞疽、
腦膜災、肺炎、破傷風、葡萄球菌或鏈球菌屬感染，蛇咬、植物性中毒、過敏性疾病等。抗毒血清亦
可作為診斷用途，包括活體外試驗。特殊的免疫球蛋白為抗毒血清之純化製劑。
本節不包括非治療或預防用途之血液白蛋白（第 35.02 節）或球蛋白（血液球蛋白和血清球蛋白
除外）（第 35.04 節）。本節亦不包括非從血液分離而出之醫藥製劑，雖有若干國家亦稱之為「血清」
或「人造血清」者；二者包括由氯化鈉或其他化學藥品為基劑製成之「等滲溶液」以及用作抗過敏性
疾病之花粉懸浮液。
（2）免疫產品，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
用於診斷或治療及免疫測試的產品均歸屬於本類產品，其定義如下：
（a）單株抗體(MAB)─得自培養於培養基或腹水中經選植融合膩細胞之特定免疫球蛋白。
（b）抗體斷片─藉由如特定酵素分裂而得之抗體蛋白活性部分。本群特別包括單鏈（scFv）抗體。
（c）抗體結合物與抗體斷片結合物─至少含一個抗體或一個抗體斷片的結合物。最簡單的類型是如下
的結合體：
(i)抗體—抗體；
(ii)抗體斷片—抗體斷片；
(iii)抗體—抗體斷片；
(iv)抗體—其他物質；
(v)抗體斷片—其他物質。
類型(iv)及(v)的結合物包括，例如，酵素（例如，鹼性磷酸酶、過氧化酶或β-半乳糖酶）或染劑（螢
光紅），共價鍵結於蛋白質結構上，用於直接偵測反應者。
本節也包括白細胞介素、干擾素（IFN）、趨化因子及某些腫瘤壞死因子（TNF）、生長因子（GF）、
造血和菌落刺激因子（CSF）。
（D）疫苗、毒素、微生物培養物（酵母除外）及類似品。
此類產品包括下列各項：
（1）疫苗
最典型的疫苗是懸浮於鹽類溶液、油質（油脂疫苗）或其他介體之含病毒或細菌的預防配製劑。
此類配製劑一般均已減低其毒性而不破壞其賦予免疫性之性能。
其他疫苗包括重組疫苗，胜太疫苗和碳水化合物疫苗。這些疫苗一般包含一種抗原、一種抗原的
識別部分或一種為識別抗原(胜太，重組或共軛蛋白質和其它)之識別部分的基因。這個 「抗原的識別部
分」是引發在生物體內的免疫學的回應的一抗原的部分。大多數這些疫苗攻擊一特殊的病毒或細菌。這
些疫苗用於預防或治療的目的。
本節亦包括含有疫苗及類毒素（例如：白喉、破傷風及百日咳(DPT)疫苗）之混合物。
（2）毒素（toxins，poisons）、變性毒素，潛隱性毒素、原毒素（例如 topsalysin（INN））及抗毒素。
（3）微生物培養物（酵母除外）。此類產品包括酵素如乳酸酵素，用以配製乳衍生物（酸乳酒、酸酪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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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酸）者，及醋類酵素用以製造醋者；黴菌用以製造盤尼西林及其他抗生素者；以及微生物培養物供
工業用者（如協助植物之生長）。
含有少量乳酸酵素之乳或乳清歸列於第四章。
（4）病毒，屬於人體、動物及植物者，以及抗病毒。
（5）噬菌體。
本節亦包括來自微生物供診斷用之試劑，但本章章註 4 中述及者除外一參見第 30.06 節。但不包
括酶（凝乳酶、澱粉酶等）縱然來自微生物者（鏈球菌纖維蛋白溶酶、鏈球菌膿澄酶等）亦然（第 35.07
節）亦不包括已死亡之單細胞微生物（疫苗除外）（第 21.02 節）。
（E）診斷組
歸入本節之診斷組，其主要特性須為由本節之任何產品所賦予，此類診斷組使用時所產生的共同反應
包括凝聚、沉澱、中和、補充物組合、血凝聚、酵素免疫分析（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等。以 pLDH (瘧原蟲乳酸脫氫酶)為診斷標的之單株抗體為主的瘧疾檢測試劑組是被分類於此的案例。其主
要特性係由支配測試程序特性程度最大之單一成分所賦予。
歸屬本節之產品，不論是否具有一定劑量，或裝於供零售用包裝，以及不論是否散裝或小包裝者，仍歸屬本
節。
。
。。

目註解
第 3002.13 目
第 3002.13 目的未混合免疫產品可能含有雜質。「雜質」一辭，僅指在製造過程（包括純化過程）中直接產
生而出現於產品中之物質。此等物質係由製程中所含任一因素所造成，主要為下列各物：
（a）未轉化之起始原料。
（b）存在於起始原料中之雜質。
（c）用於製程（包括純化過程）中之試劑。
（d）副產品。

30.03-醫藥製劑（不包括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所列者），包含兩種或以上之成分業經混合
供治療或預防疾病之用，不具有一定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3.10-含青黴素類或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或鏈黴素或其衍生物
3003.20-其他，含有抗生素者
-其他，含有荷爾蒙或第 2937 節之其他產品：
3003.31--含有胰島素
3003.39--其他
-其他，含有生物鹼或其衍生物：
3003.41--含有麻黃鹼或其鹽類
3003.42--含有假麻黃鹼(INN)或其鹽類
3003.43--含有新麻黃鹼或其鹽類
3003.49--其他
3003.60-其他，含有本章目註 2 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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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醫藥製劑之供內科或外科用以醫療或預防人獸疾病者。此類製劑是由二種或以上之物質混合而
成者。然而，若是具有一定劑量，或裝於供零售用包裝，則歸屬第 30.04 節。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列入正式藥典，專利醫藥品等之混合醫藥製劑，包括漱液、眼藥水、軟膏、搽劑、注射劑、抗刺激劑及其
他不屬於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之製劑。
然而，這並不代表列入正式藥典，專利醫藥品等之醫藥製劑而永遠歸屬於第 30.03 節。例如，抗痤瘡製
劑本質上係供清潔皮膚之用，因不含足夠高量的活性成份以致被視為具有抗痤瘡之基本醫療或預防功效，
故歸屬於第 33.04 節。
（2）製劑，含有一種醫藥物質與賦形劑、甜化劑、凝聚劑、基質等摻合者。
（3）僅供靜脈給藥用之營養製劑，例如靜脈注射或點滴。
（4）藥用的膠質溶液及懸浮液（例如膠質硒），但不包括膠質硫或單一膠質貴金屬。已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供
作治療或預防疾病用的膠質硫歸入第 30.04 節，否則歸入第 28.02 節。不論是否製成醫藥用的單一膠質貴金
屬歸入第 28.43 節。然而，供作治療或預防疾病用的膠質貴金屬混合物或由一種或以上膠質貴金屬與其他物
質組合的混合物，則歸入本節。
（5）植物萃取物之醫藥合成物，包括得自處理多種植物之混合物。
（6）第 12.11 節之植物或植物部分之作為藥品用之混合物。
（7）藥用鹽類之得自蒸發天然礦泉水者及類似產品之由人工配製而成者。
（8）來源為鹽類，作治療用之濃縮水（例如 Kreuznach 水）；混合鹽類配製而成之浴用（硫磺浴、碘浴等）醫藥
品，不論加香料與否。
（9）保健鹽（例如碳酸氫鈉、酒石酸、硫酸鎂、及糖之混合物）及類似之混合的發泡鹽作醫藥之用者。
（10）樟腦油、酚油等。
（11）抗氣喘品如制喘紙及粉等。
（12）固定醫藥成分於聚合物離子交換樹脂上而具有遲滯效果之醫藥製劑。
（13）人類或動物醫療或外科用之麻醉藥。
*
* *

本節所含諸條例不適用於食物或飲料如食療食品、糖尿病食品、或營養強化食品、滋補飲料或礦泉水（自然
或人造者），此類物品應歸入其應歸屬之節別。尤以對於只含有營養物質之食物調製品為然。主要之營養物質，
為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質、維生素及礦物鹽。
同樣地含有醫藥物質之食品及飲料不歸入本節如此類物質之加入僅為取得較佳之營養均衡，以增加熱量來源
或產品之營養價值或改良其味道者。總之，凡產品仍保留其食品或飲料之特性者皆如此。
此外，由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分混合而成，或由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分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之產品，供調製
藥草浸泡劑或藥草「茶」之用（例如那些具有軟瀉劑、輕瀉劑、利尿劑或排氣劑的性質者）。並宣稱可以減輕病
痛，維持健康者，亦不列入本節（第 21.06 節）。
此外，本節不包括含有維生素或礦物鹽僅用作維持健康並非作為疾病預防或處理之食品補充物。此類產品常
以液體形式存在但也可能製成粉末或錠狀，一般歸屬於第 21.06 節或第二十二章中。
反之，調製品中之食物或飲料，僅作為醫藥物質之支持物、使苦藥容易服用的和藥物、或甜劑者（例如便利服用）
則歸屬本節。
除食品及飲料外，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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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精油之蒸餾液及水溶液和第 33.03 至 33.07 節之製劑，即使含有治療或預防疾病之性質（第三十三章）。
（c）藥皂（第 34.01 節）。
（d）第 38.08 節之消毒劑、殺蟲劑等。

30.04-醫藥製劑（不包括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所列者），包含經混合或未混合產品供治療
或預防疾病用，具有劑量（包括經皮下給藥形態者）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4.10-含青黴素類或具有青黴素酸結構之衍生物，鏈黴素或其衍生物
3004.20-其他，含有抗生素
-其他，含有荷爾蒙或第 2937 節之其他產品：
3004.31--含有胰島素
3004.32--含有腎上腺皮質類固醇荷爾蒙，其衍生物或結構式類似者
3004.39--其他
-其他，含有生物鹼或其衍生物：
3004.41--含有麻黃鹼或其鹽類
3004.42--含有假麻黃鹼(INN)或其鹽類
3004.43--含有新麻黃鹼
3004.49--其他
3004.50-其他，含有維他命或第 2936 節之其他產品
3004.60-其他，含有本章目註 2 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3004.90-其他
本節包括混合或未混合產品製成之藥劑，呈下列形式之一者：
（a）具有一定劑量，成錠片、裝入安瓿（例如：裝入 1.25 至 10cm3 安瓿之再蒸餾水，或供作直接處理一些疾病
例如：酒精中毒、糖尿病性昏迷等疾病，或供作配製醫療針劑之溶劑）、成膠囊狀、丸狀、扁囊狀、經皮
下給藥形態之醫藥製劑、或小量粉狀，立即可作醫療或預防供一次之量之用者。
本節也包括具有劑量之藥呈表皮施藥系統形態者，其通常是製成自粘性貼片（一般為長方形或圓形）
且可直接使用在患者的皮膚上。貼片的活性物質係裝在一個容器內，在作為與皮膚接觸的那一邊它以多孔
性薄膜封口。從容器中釋放出來的活性物質，藉由被動式分子擴散作用透過皮膚，再直接匯入血液而被吸
收。此系統藥劑不應與第 30.05 節的絆創膏混淆。
本節適用於此種供一次之使用量之產品，不論其係散裝或於供零售之包裝者等；或
（b）裝於零售包裝供治療或預防用者。係指因其包裝式樣，尤其是有適當之說明（如適合何種病症、或何種病
情、使用方法、使用劑量等）顯然打算直接售予使用者（個人、醫院等）而無須再包裝之產品（例如：碳
酸氫鈉及羅望子粉）。
這些說明（用任何文字）可用標籤、文獻、或其他方法表達。但僅指出藥劑或其他純度並不意味應歸
入本節。
反之，即使無任何說明，未混合產品仍可視為係供零售作治療或預防用，只要它們是裝於明顯地專為該項用
途之包裝式樣中者。
由作為醫療或預防用混合產品組成之醫藥劑，如不是以一定劑量分裝或未以供零售用之包裝分裝，則歸屬於
第 30.03 節（見相關註解）。
依照本章章註 3，下列各項亦可視為未混合產品：
（1）溶於水之未混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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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列於第二十八章或二十九章之物品。這些產品包括膠質硫及過氧化氫的穩定溶液。
（3）第 13.02 節之單一植物萃取物，僅標準化或溶於任何溶劑者（見第 13.02 節之註解）。
但應注意，第 28.43 至第 28.46 節及第 28.52 節之未混合產品，即使符合上列（a）及（b）段之規定者，亦不
應歸入第 30.04 節。例如：膠質銀，即使以一定劑量分裝或包裝成醫藥製劑形式者，仍歸入第 28.43 節。
*
* *

本節包括成菱形片形、錠狀、丸狀等，僅作為醫藥用途者，例如基於硫磺、木炭、四硼酸鈉、苯甲酸鈉、氯
酸鉀或氧化鎂等之產品。
本質上由糖（不論是否含有白明膠、澱粉或粉等其他食料），及調味劑（包括具有醫藥性質之物質，諸如：
苯甲醇、薄荷腦、桉葉醇及妥路香膠）組成之喉片或咳嗽糖製品，則歸屬於第 1704 節。然而，具有劑量或零售包
裝式樣之喉片或咳嗽糖製品，除調味劑外若另含有其他具有醫藥性質之物質，且其於每片或錠之含量足以供治療
或預防疾病用者，仍歸屬本節。
本節亦包括如上面（a）或（b）段所述之包裝之下列產品：
（1）含活性陽離子（如四級銨鹽）而具有消毒及殺菌性質之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製劑。
（2）碘及聚乙烯吡
（3）骨骼移植取代物，諸如由手術級的硫酸鈣所製成，它是注入被折斷骨骼的腔窩，自然地被骨骼組織吸收及
取代。這類產品提供一個新骨骼可成長的結晶母體，且這個母體將漸被吸收。
然而，本節不包括骨骼再建粘固劑，其通常含硬化劑（熟化劑）及促進劑，可用於諸如：使彌補術的植入物附著
於活骨骼上。
*
* *

本節含諸條例不適用於食物或飲料如食療食品、糖尿病食品、或營養強化食品、滋補飲料或礦泉水（自然或
人造者），此類物品應歸入其應歸屬之稅則號別。尤以對於只含有營養物質之食物調製品為然。食物內主要之營
養物質，為蛋白質、碳水化合物、脂質、維生素及礦物鹽。
同樣地含有醫藥物質之食品及飲料不歸入本節如此類物質之加入，僅為取得較佳之營養均衡，以增加熱量來
源或產品之營養價值或改良其味覺者。總之，凡產品仍保留其食品或飲料之特性者皆如此。
此外，由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分混合而成，或由數種植物或植物的部分與其他物質混合而成之產品，供調製
藥草湯或藥草「茶」之用（例加那些具有軟瀉劑、輕瀉劑、利尿劑或排氣劑的性質者），並宣稱可以減輕病痛，
維持健康，惟並未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功效者，不列入本節（第 21.06 節）。
此外，本節不包括含有維生素或礦物鹽僅用作維持健康並非作為疾病預防或處理之食品補充物。此類產品常
以液體形式存在但也可能製成粉末或錠狀，一般歸屬於第 21.06 節或第二十二章中。
反之，調製品中之食物或飲料，僅作為醫藥物質之支持物、使苦藥容易服用之和藥物、或甜劑者（例如便利
服用）則歸屬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蛇及蜂之毒液，非製成醫藥製劑者（第 30.01 節）
（b）屬於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之物品，不論如何包裝者。
（c） 精油之蒸餾液及水溶液和第 33.03 至 33.07 節之製劑，即使含有治療或預防疾病之性質（第三十三章）。
（d）不論如何配製之藥皂（第 34.01 節）。
（e）非作為內服或外用藥品屬於第 38.08 節之消毒劑、殺蟲劑等。
（f）幫助吸菸者戒菸製劑例如片劑、口嚼錠或貼片（經皮吸收者）（第 2106 節或第 38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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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填塞料、紗布、繃帶及其類似品（例如敷料、絆創膏、膏藥）
，已塗浸藥物或製成零售包
裝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者。
3005.10-粘敷料和其他具有粘層之物品
3005.90-其他
本節包括之物品為填塞料、紗布、繃帶及其類似品,以織品、紙、塑膠等作原料，且已塗浸藥物（包括抗刺激
物質、消毒劑等）供醫療、外科、牙科或獸醫用者。
此類物品包括填塞料之浸以碘或水楊酸甲酯者，各種配製之敷料、配製之膏藥（例如亞麻仁或芥子膏藥），加藥
之絆創膏等。可能為片狀、圓盤狀、或任何形狀。
未經藥物浸塗，供作敷料（通常為脫脂棉花）及繃帶等用之填塞料及紗布，其具有零售包裝式樣直接供私人、
診所、醫院等，不須重新包裝者，且藉由其特徵（成捲或摺疊、保護包裝、貼標等）可被識別只能供醫療、外科、
牙科或獸醫使用，亦歸屬本稅則號別。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種敷料：
（1）通常為類似豬皮動物皮膚組織經調配冷凍或冷凍乾燥（乾）條片所構成之皮膚敷料，可直接供作皮膚損毀、
部分組織傷口、外科感染等之暫時性生物敷料。此類皮膚敷料具有各式規格，裝於貼有說明使用標示之無
菌容器（零售包裝）中。
（2）液體敷料裝於噴霧罐（零售包裝）中及用以在傷口形成保護透明薄膜而遮好傷口。其是以發揮性有機溶劑
（如醋酸乙酯）之塑料（例如乙烯共聚物或甲基壓克力塑膠）無菌溶液和推進劑所組成，不論是否有添加
藥物（特別是防腐劑）。
本節不包括含有氧化鋅之繃帶、絆創膏等及加塗絆創膏之骨折繃帶，未裝於零售包裝以供醫療、外科、牙科、
獸醫用者。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經特殊煆燒或細研磨而被用在牙科之熟石膏以及以石膏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分別為第 25.20 及 34.07 節）
。
（b）製成表皮施藥系統形態之醫藥製劑（第 30.04 節）。
（c）本章章註 4 中所指之物品（第 30.06 節）。
（d）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第 96.19 節）。

30.06-本章註四所指之醫藥用品。
3006.10-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類似已消毒外科縫合材料（包括外科手術或牙科用已消
毒具被吸收性之紗線）和已消毒之外科傷口閉合用組織黏合劑；已消毒昆布及已
消毒昆布塞條；已消毒外科用或牙科用且可吸收性之止血物質；無論是否具被吸
收性之外科或牙科用已消毒黏附阻隔層
3006.20-血型分類試藥
3006.30-Ｘ光檢驗用不透光製劑；專供病人用之診斷用試藥
3006.40-牙科用粘固劑及填充物；骨骼再建粘固劑
3006.50-急救箱及急救設備
3006.60-以荷爾蒙、第 29.37 節之其他產品或殺精蟲劑為基料之化學避孕製劑
3006.70-膠狀製品，設計用於人獸醫藥品，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
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之偶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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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006.91--可辨識供人工造口術用之物品
3006.92--報廢醫藥品
本節僅包括下列物品：
（1）已消毒外科手術用腸線，類似已消毒外科縫合材料及已消毒之外科傷口閉合用組織黏合劑。
本項目包括所有種類已消毒外科縫合用線。此類材料，通常裝於防腐劑溶液或密封之無菌容器內。
用於此種縫線之材料包括：
（a）腸線（通常得自牛、羊及其他動物腸之加工膠原蛋白）；
（b）天然纖維（棉、絲、亞麻）；
（c）人造纖維，例如聚醯胺（尼龍），聚酯纖維；
（d）金屬線（不銹鋼、鉭、銀、青銅）。
本項目亦包括如由丁基氰代丙烯酸酯及染料組成之組織黏合劑；使用後，本單體形成聚合物因此可用
作人體內部或外部傷口閉合用材料以取代傳統之縫合材料。
本節不包括未消毒之縫合材料；此類物品，應按其性質分類，例如腸線（歸入第 42.06 節），蠶腸、紡
織絲等（第十一類）及金屬絲（第七十一章或第十五類）。
（2）已消毒之傷口用藥膏布及罩。
本項目限於已消毒之傷口用藥膏布及罩（海藻短條，有時褐色且具有粗糙之凹線表面）。如與潮濕物
質接觸，則大大地膨脹而成平滑柔軟的。因此在外科上用作膨脹物。
未消毒之產品除外（第 12.12 節）。
（3）已消毒外科用或牙科用具吸收性之止血物質。
本項目包括之產品，於外科及牙科用以止血，並具有被體內液質吸收之性質。包括氧化纖維素，通常
為紗布或纖維（“毛”）形式、成為小墊、棉團或細條；膠質海綿或泡沫綿；藻膠鈣紗布、「毛」或「薄
膜」。
（4）無論是否具被吸收性之外科或牙科用已消毒黏附阻隔層
（5）血型分類試藥。
本節之試藥必須適於直接用於血型之分類。此類試藥係來自人或動物之血清，或來自種子或植物之其
他部分之萃取物（植物凝集素）。使用這些試藥經參考血球或血清之特徵而將血型分類。除主要有效成份
外，尚包含其他物質以加強其效力或使之穩定（防腐劑、抗生素等）。
A. 下列為參考血球之特徵而鑑定血型之試藥。
（i）用作鑑定 A、B、O 及 AB 型，A1 及 A2 副型以及 H 因子之製劑。
（ii）用作鑑定 M、N、S 及 P 型及其他型如 Lu、K、Le 等型之製劑。
w

（iii）用作鑑定 Rh 型及 C 、F、V 等副型之製劑。
（iv）用作鑑定動物血型之製劑。
B. 下列為鑑定血清特徵之試藥：
（i）用作 Gm、Km 等系統特徵之鑑定製劑；
（ii）用作鑑定 Gc、Ag 血清型類之製劑。
C. 抗人體球蛋白血清（柯姆斯(Coombs)血清），為血型鑑定技術上之必需品，亦被認為屬於本節之試藥。
原血清及半製成物質，於適合用作試藥前尚需經過處理者，其分類按其組成物質而定。
D. 用作 HLA 性質（HLA 抗原）鑑定之試藥屬於本節；此類試藥必是可直接應用。係源自人類或動物之血
清。這些試藥與受測物外圍血液淋巴細胞起作用以鑑定 HLA 抗原。受測試物體之 HLA 抗原之鑑定係基
於不同的 HLA 測試血清之反應型態。除有效成份外，此類試藥亦含有用作穩定及保存之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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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試藥包括：
（a）鑑定 HLA A、B 及 C 抗原之調製劑。
（b）鑑定 HLA DR 抗原之調製劑。
（c）鑑定 HLA D 抗原之調製劑。
（d）含不同 HLA 抗血清之 HLA A、B 及 C 抗原之鑑定試藥製成品（例如測試板）。
（e）鑑定 HLA DR 軌跡之試藥製成品（例如測試板）。
（6）愛克斯光檢驗及診斷試藥用不透光調製劑供病人服用者，即具有一定劑量之未混產品，或具有二種或以上
成份之產品，業經混合而可供作該項用途者。
不透光製劑係供愛克斯光檢驗內部器官、動脈、靜脈、尿道、膽管等用。係以硫酸鋇或其他不透愛克
斯之物質為基礎製成注射劑或口服劑（例如含鋇餌）者均可。
本節包括之診斷試藥（含微生物之診斷試藥）係供攝取、注射等者。
非設計供病人服用之診斷試藥（例如用於實施病人血、尿等之試驗，或用作實驗室試藥）除外；應歸
入其構成物質應歸屬之稅則號別（例如第二十八、二十九章或第 30.02 或 38.22 節）。
（7）牙科用黏固劑及填充物及骨骼再建黏固劑。
牙科用黏固劑及填充物一般係以金屬鹽類（氯化鋅、磷酸鋅等），金屬氧化物，馬來樹膠類或塑膠物
質為基。亦可由金屬合金（含括貴金屬合金）組成經特別配製作為牙科用填充料者。此項合金縱不含汞，
有時亦稱為汞合金。本節包括暫時與永久填充料，亦包括另加醫藥物質之黏固劑及填充料而具有預防功效
者。
通常成粉狀或錠狀，有時附有配製上需要的液體，其包裝上正規地標明牙科用。
點粒（例如銀、馬來樹膠、紙張）用填充料牙齒之根管者，亦歸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骨骼再建黏固劑，其通常含硬化劑（熟化劑）及促進劑，可用於諸如：使彌補術的植入物
附著於活骨骼上。這類粘固劑通常在人體體溫下熟化。
但經特殊煆燒或研磨成細粉而被用在牙科之熟石膏以及以石膏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除外（分別為第
25.20 及 34.07 節）。骨骼移植取代物，亦應予除外，其係諸如由手術級的硫酸鈣所製成，提供一個新骨骼
可成長的結晶母體，且這個母體將漸被吸收（第 3004 節）。
（8）急救箱及急救設備。
含有小量之少數普通醫藥製劑（雙氧水、碘酊、紅汞水、延命菊酊等）、少數敷料、繃帶、絆創膏等，
及隨意加入之少數工具如剪刀、鑷子等。
本節不包括比較精巧之醫師用設備。
（9）以荷爾蒙、第 29.37 節之其他產品或殺精蟲劑為基料之化學避孕製劑，不論是否已作成供零售之包裝者。
（10）膠狀製品，設計用於人獸醫藥品，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之偶
合劑。
（11）可辨識係供人工造口術用之物品，諸如供結腸造口術、迴腸造口術及尿道造口術用已切成一定形狀之造口
袋及其黏貼片或薄板。
這些製品通常包含多元醇（甘油、丙二醇等）、水及增稠劑。它們一般供醫療或獸醫用在體檢（例如
陰道的潤滑）時，作為身體局部的潤滑劑，或在身體局部與外科醫生的手、手套或手術醫療器械間的潤滑
劑。它們也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材（例如：心電計、超音波掃描器）間之偶合劑。
（12）報廢醫藥品。
本節也包括不適合其原先所定用途之醫藥品，例如超過有效期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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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肥

料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5.11 節之動物血；
（b）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符合下列註 2.（a），3.（a），4.（a），或 5.規定者除外）；或
（c）已培養之氯化鉀結晶體（光學元件除外）其每顆重量不低於 2.5 公克者（第 38.24 節）；氯化鉀之光學
原件（第 90.01 節）。
2.─31.02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所述不同者為限：
（a）物品之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規格者：
（1）硝酸鈉，不論純粹與否；
（2）硝酸銨，不論純粹與否；
（3）硫酸銨與硝酸銨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
（4）硫酸銨，不論純粹與否；
（5）硝酸鈣及硝酸銨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或混合物；
（6）硝酸鈣與硝酸鎂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或混合物；
（7）氰氮化鈣，不論純粹或經油處理與否；
（8）尿素，不論純粹與否。
（b）含有上列（a）項任何物品混合物之肥料。
（c）含有氯化銨或含有上列（a）或（b）項任何物品與白堊、石膏或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混合之肥料。
（d）含有上列（a）（2）或（a）（8）項中物品或其混合品之液體肥料且在水或氨溶液中者。
3.─第 31.03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所述不同者為限:
（a）物品之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者：
（1）鹼性溶渣；
（2）第 25.10 節之天然磷酸鹽，經煆燒或較去除不純物更進一步之熱處理者；
（3）過磷酸鹽（單、雙倍或三倍者）；
（4）正磷酸氫鈣含氟重量以乾基計算不低於 0.2％者。
（b）以上列（a）項任何各物品混合之肥料，而無氟含量限制者。
（c）含有上列（a）項或（b）項任何物品，與白堊、石膏或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混合之肥料，而無氟含量限
制者。
4.─第 31.04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規定不同者為限:
（a）物品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者：
（1）天然粗鉀鹽（例如光鹵石、鉀鹽鎂礬及鉀鹽石）；
（2）氯化鉀，不論純粹與否，但具有上列註一（c）項規定者除外；
（3）硫酸鉀，不論純粹與否；
（4）硫酸鉀鎂，不論純粹與否。
（b）以上列（a）項任何各品混合之肥料。
5.─正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不論是否純粹，及其混合物應歸入第 31.05 節。
6.─第 31.05 節所稱「其他肥料」僅適用於含構成肥料要素即氮、磷或鉀三種中至少有其一之肥料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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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本章包括作為天然或人造肥料之大部分產品。
本章不包括石灰（第 25.22 節)，泥灰石及腐葉土（不論是否天然含少量之氮、磷或鉀肥料要素）（第 25.30
節），及泥煤（第 27.03 節），這些物質主要在改良土壤，而非肥化土壤。
本章亦不包括已調配之植物生長介質諸如盆栽土，以泥煤或泥煤和砂混合或泥煤和黏土混合（第 27.03 節）
及土、砂、黏土等之混合物（第 38.24 節）。所有此類產品可含少量之氮、磷或鉀肥料要素。

31.01-不論是否經混合或化學處理之動植物肥料；動植物產品經混合或化學處理製成之肥料。
本節包括：
（a）不論是否經混合或化學處理之動植物肥料；
（b）動植物產品經混合或化學處理轉化而成之肥料（非第 31.03 節骨質過磷酸鹽）。
這些產品之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所述相同者應歸入第 31.05 節。
本節尚包括：
（1）鳥糞石，係海鳥排泄物之堆積物，大量存在於特定島嶼及海岸上，含氮及磷酸鹽，通常為具有強烈氨味之
帶黃色粉末。
（2）排泄物、糞肥、沾有土壤之羊毛廢棄物及糞便，無其他用途僅能供肥料用。
（3）腐爛之植物產品，無其他用途僅能供肥料用。
（4）風化後之鳥糞。
（5）用硫酸處理皮革過之產品。
（6）腐敗植物組成之堆肥及使用石灰加速或控制腐敗之其他物質等。
（7）洗滌羊毛後之殘留物。
（8）乾血及骨粉之混合物。
（9）由都市放流水處理廠而來的安定化污水下水道污泥。安定化污水下水道污泥是藉篩選污水以移去大型物體、
沉澱砂礫及重的非生物性成分而得之污泥。這種殘留的污泥可自然乾燥或過濾。這樣得到的安定化污泥含
有很高比例的有機物質，且也包含一些肥料元素（例如：磷及氮）。然而，這類污泥含高濃度之其他物質
（例如：重金屬）使安定化污泥不適合用作肥料者除外（第 3825 節）。
本節不包括：
（a）動物血，不論液體或乾燥（第 05.11 節）。
（b）骨粉、角或蹄，或魚廢棄物（第五章）。
（c）不適於人類食用之肉、雜碎、魚、甲殼類、軟體動物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粉、粗粉及團粒（第 23.01 節），
及包括在第二十三章內之其他產品（油餅，釀造或蒸餾之渣滓等等）。
（d）骨，木材，泥煤或煤之灰（第 26.21 節）。
（e）本節之天然肥料和化學肥料物質之混合物（第 31.05 節）。
（f）含硝酸鉀或硝酸銨之安定化污水下水道污泥（第 31.05 節）
（g）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皮末及皮粉（第 41.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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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礦物或化學氮肥。
3102.10-尿素，不論是否為水溶液
-硫酸銨；硫酸銨及硝酸銨之複鹽及混合物：
3102.21--硫酸銨
3102.29--其他
3102.30-硝酸銨，不論是否為水溶液
3102.40-硝酸銨與碳酸鈣或與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之混合物
3102.50-硝酸鈉
3102.60-硝酸鈣與硝酸銨之複鹽及混合物
3102.80-尿素與硝酸銨之混合物，存在水或氨溶液者
3102.90-其他，包括未在上述各項列舉之混合物
本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包裝與第 31.05 節所述不同者為限：
（A）物品之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規格者：
（1）硝酸鈉，不論純粹與否。
（2）硝酸銨，不論純粹與否。
（3）硫酸銨與硝酸銨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
（4）硫酸銨，不論純粹與否。
（5）硝酸鈣及硝酸銨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或混合物。有些硝酸鈣及硝酸銨之混合物可能以「硝酸鈣肥
料」出售。
（6）硝酸鈣與硝酸鎂之複鹽（不論純粹與否）或混合物。此項產品由白雲石加硝酸處理而得。
（7）氰氮化鈣，不論純粹或經油處理。
（8）尿素（碳酸醯二銨），不論純粹與否。主要作為肥料但也可作為動物之食物、製造尿素─甲醛樹脂及
有機合成等。
必須注意上列限定表格內所述之礦物或化學產品，即使明顯地非作為肥料使用者，亦應歸入本節。
相反地，未列於上述表格之含氮產品（如氯化銨，第 28.27 節）即使作為肥料使用者，亦不歸入本節。
（B）含有（A）項所述之任何物品混合之肥料（例如，硫酸銨及硝酸銨混合組成之肥料）。
（C）含有氯化銨或（A）項或（B）項之任何物品與白堊、石膏或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混合之肥料（例如，硝酸
銨混合或固著於上述之無機非肥料物質而得之肥料）。
（D）含有硝酸銨（不論純粹與否）、或尿素（不論純粹與否）、或此類產品之混合物之液體肥料，存於水或氨
溶液中者。
應予注意，與上列（A）項之條例相反，屬於（B）、（C）或（D）項之混合物歸入本節者僅以用作肥料之
一類為限。

31.03-礦物或化學磷肥。
-過磷酸鹽
3103.11--含有以重量計大於或等於 35%之五氧化二磷(P2O5)
3103.19--其他
3103.90-其他
本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不同者為限：
（A）物品之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規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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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過磷酸鹽（單、雙或三倍者）（可溶性磷酸鹽）。單過磷酸鹽由硫酸與天然磷酸鹽或骨粉作用而得，
雙和三過磷酸鹽則由磷酸與天然磷酸鹽或骨粉作用而得。
（2）鹼性熔渣（亦稱「湯馬斯熔渣」、「湯馬斯磷酸鹽」、「磷酸鹽熔渣」或「冶金磷酸鹽」）。係磷酸
鐵礦在鹼性爐或迴轉爐內製造鋼鐵之副產物。
（3）第 25.10 節天然磷酸鹽，在除去不純物再煆燒或進一步加熱處理。
（4）正磷酸氫鈣以乾基計算含有氟重量不低於 0.2％者。正磷酸氫鈣以乾基計算含有氟重量低於 0.2％者則
歸列於第 28.35 節。
必須注意上列限定表格內所述之礦物或化學產品，即使明顯地非作為肥料使用者，亦應歸入本節。
相反地，非以上所列之磷酸鹽產物（如磷酸鈉，第 28.35 節），即使作為肥料使用，亦不歸入本節。
（B）含有（A）項所述之任何物品混合之肥料，但不考慮氟含量限制者（例如過磷酸鹽及正磷酸氫鈣混合組成之
肥料）。
（C）含有（A）項或（B）項所述之任何物品，但不考慮氟含量限制，與白堊、石膏或其他無機非肥料物質混合
之肥料（例如，過磷酸鹽與白雲石混合組成之肥料，或過磷酸鹽混合硼砂組成之肥料）。
應予注意，與上列（A）項之條例相反，屬於（B）或（C）項之混合物歸入本節者僅以用作肥料之一類為
限。依此條件，混合物可以任何比例組成並且不考慮（A）項（4）所限定之氟含量。

31.04-礦物或化學鉀肥。
3104.20-氯化鉀
3104.30-硫酸鉀
3104.90-其他
本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物品，但以其形式或包裝與第 31.05 節所述不同者為限：
（A）物品之合於下列任何一項規格者：

（1）氯化鉀，不論純粹與否，但不包括培養結晶體（光學元件除外）其每顆重量不低於 2.5 公克者（第 38.24
節），亦不包括氯化鉀之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2）硫酸鉀，不論純粹與否。
（3）天然粗鉀鹽（光鹵石、鉀鹽鎂礬、鉀鹽等）
（4）硫酸鎂鉀，不論純粹與否。
必須注意上列限定表格內所述之礦物或化學產品，即使明顯地非作為肥料使用者，亦應歸入本節。
相反地，未列於上述表格之含鉀產品，即使作為肥料使用，無論其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例如第 28.36
節碳酸鉀），亦不歸入本節。
（B）含有（A）項所述之任何物品之混合肥料（例如，氯化鉀與硫酸鉀混合組成之肥料）。
應予注意，與上列（A）項之條例相反，屬於（B）項之混合物歸入本節者僅以用作肥料之一類為限。

31.05-礦物或化學肥料內含肥料三要素氮、磷、鉀中之兩種或三種者；其他肥料；本章所載貨
品之屬錠劑或其類似形狀者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 10 公斤者。
3105.10-本章所載貨品屬錠劑或類似形狀者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 10 公斤者
3105.20-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肥料三要素氮、磷、鉀者
3105.30-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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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40-正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與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之混合物
-其他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兩種肥料要素氮及磷者：
3105.51--含有硝酸鹽及磷酸鹽者
3105.59--其他
3105.60-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兩種肥料要素磷及鉀者
3105.90-其他
本節包括：
（A）正磷酸二氫銨（磷酸一銨）及正磷酸氫二銨（磷酸二銨），不論純粹與否，及兩者之混合物，不論是否作
為肥料者。
必須注意本節不包括未列於第 31.02 節至 31.04 節之其他符合化學定義之化合物，即使此等貨品可能作
為肥料使用〔例如，硝酸鉀（第 28.34 節），磷酸鉀（第 28.35 節）〕。
（B）混合及複合肥料（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除外），例如礦物或化學肥料含有肥料三要素氮、磷、鉀
中之兩種或三種者。可由下列方法獲得：
（1）混合兩種或兩種以上之肥料產品（即使此類肥料產品之單獨任一種非歸屬第 31.02 節至 31.04 節者）。
此種混合物包括：
（a）煆燒之天然磷酸鹽及氯化鉀。
（b）過磷酸鹽及硫酸鉀。
（c）氰氮化鈣及鹼性熔渣。
（d）硫酸銨、過磷酸鹽及硫酸鉀。
（e）硝酸銨、過磷酸鹽及硫酸鉀或氯化鉀。
（2）經化學處理之肥料，例如，以硝酸處理天然磷酸鈣，經冷卻及離心除去所產生之硝酸鈣，分離後，用
氨中和溶液，並加入鉀鹽最後蒸乾所得之肥料（此種肥料有時被視為硝化磷酸鉀鹽，事實上其並不是
化學定義上之個別化合物）。
（3）經混合及化學兩種處理過程之肥料。
必須注意第 31.02，31.03 及 31.04 節包括肥料含有氮、磷、鉀肥料三要素除外之微量肥料要素之不
純物質；此類物品不應視為混合或複合肥料，不歸入本節。
（C）所有其餘肥料（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除外），例如：
（1）含有肥料物質之混合物（例如含氮、磷、鉀）與非肥料物質（例如，硫）之混合物。許多此類含氮或
磷之貨品歸入第 31.02 或 31.03 節（見本類之釋註），但其餘貨品則歸入本節。
（2）天然硝酸鉀鈉肥料，一種硝酸鈉與硝酸鉀之天然混合物。
（3）動物或植物肥料與化學或礦物肥料之混合物。
本節不包括：
（a）不歸入本章註 2 至註 5 之符合化學定義上之個別化合物，但其可能作為肥料者，例如，氯化銨歸入第 28.27
節。
（b）廢氧化物（第 38.25 節）
本節亦包括本章之貨品屬錠劑或其類似形狀者或其包裝毛重不超過 10 公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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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
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元素或化合物（但屬於第 32.03 及 32.04 節者，及第 32.06 節之無機性產品用作發
光劑者，由熔化石英或其他熔化氧化矽製得之玻璃呈第 32.07 節所述狀態者，及第 32.12 節之零售包裝染
料或其他色料除外）。
（b）屬於第 29.36 至 29.39，29.41 或 35.01 至 35.04 節之鞣酸鹽或其他單寧衍生物者；或
（c）土瀝青膠泥及其他瀝青膠泥（第 27.15 節）。
2.─第 32.04 節包括已安定重氮鹽與供製造偶氮染料用耦合物之混合物。
3.─第 32.03、32.04、32.05 及 32.06 節亦適用於以著色料（包括第 32.0 6 節，第 25.30 節或第二十八章之著色顏料，
金屬片及金屬粉）為基料之調製品，以作著色材料、或作著色料調製品之成份用者，但各該節並不適用於供
製漆類、瓷漆（第 32.12 節）之顏料已調入非水之中間物成液狀或膏狀者，或第 32.07，32.08，32.09，32.10，
32.12，32.13 及 32.15 節所列之其他調製品。
4.─第 32.08 節包括以第 39.01 至 39.13 節之任何產品溶於揮發性有機溶劑所成之溶液（膠棉除外），但以溶劑重
量超過溶液重量百分之五十為限。
5.─本章所稱「著色料」不包括用作油畫顏料塗料之產品，不論其適合於彩色膠畫與否。
6.─第 32.12 節中所「燙印箔」，僅適用於作印刷用途之薄片，例如書籍封面、帽帶等且包含：
（a）金屬粉（包括貴金屬粉）或顏料以膠、明膠或其他黏合劑凝集者；或
（b）金屬（包括貴金屬）或顏料，沉澱於任何材料之支撐片上者。

總

則

本章包括供作大小獸類生皮之鞣製及脫灰用之配製品（鞣革用植物生長萃取物，合成鞣革料，不論是否與天
然鞣革料混合者，及人造脫灰液）。
本章亦包括植物性、動物性及礦物性之著色料，及有機合成著色料，及由此類著色料（如油漆、陶磁色料、
油墨類等）所配成之大部分配製品。亦包括其他種種配製品，諸如凡立水，催乾劑及油灰等。
除屬於第 32.03 及 32.04 節之產品，用作發光劑之無機性產品（第 32.06 節），熔化石英或其他熔化氧化矽製
得之玻璃呈第 32.07 節所述之狀態者，及零售包裝之染料或其他著色料（第 32.12 節），本章不包括含有符合化學
上定義之元素或化合物之產品，該產品通常歸入第 28 或 29 章。
假如第 32.08 節至 32.10 節內之某些油漆或凡立林及第 32.14 節內之灰泥，在使用時必須混合某些成份，或是
必須加入若干成份（例如硬化劑）才可使用。該類產品仍歸入該類章節，倘若所加入之成份為：
（i）關於他們被置放的方法，必須不必經過重新包裝，即可明顯確認係打算一起使用；
（ii）一起呈現出來；及
（iii）無論由二者的本質上或其相對所佔之成分比例，可識別係互相作為補充物者。
然而如某產品在使用時必須添加硬化劑，只要藉由它們的成份或包裝，可以明顯確認欲將其於調配油漆、凡
立水或灰泥則即使這些產品未添加硬化劑仍歸入該產品原本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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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植物性鞣革用萃取物；單寧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3201.10-白堅木膏
3201.20-荊樹皮膏
3201.90-其他
（A）植物性鞣革用萃取物。
植物性萃取物主要用於大小獸皮之鞣革。此類物品通常係將事先經研磨或切碎之植物性材料（木材、樹皮、
樹葉、果實、樹根等）用溫水（亦有酸化者）萃取，再將所得之液體過濾或以離心機分離，然後濃縮，亦有以亞
硫酸鹽處理者。如此所得到之萃取物為液狀但也可進一步濃縮成膏狀或固體形式。所有此類萃取物含有不同比率
之鞣質及其他物質諸如糖、無機鹽、有機酸等。其顏色通常為棕色、黃色或淡紅色。主要之鞣革用萃取物來自橡
樹、栗、白堅木、松樹、荊樹（含羞草）、漆樹、柯子、槲果之殼、檳榔樹、紅樹及美國雲英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未加工之植物性物質主要用於產製鞣革萃取物者，無論是否為乾化、切碎或粉未狀（第 14.04 節）。
（b）鞣革萃取物，混入合成鞣革物質者（第 32.02 節）。
（c）產製紙漿所殘餘之鹼液，無論是否經濃縮者（第 38.04 節）。

（B）單寧及其鹽類、醚類、酯類及其他衍生物。
單寧（單寧酸）為植物性鞣革材料之主要活性成份，乃是由第 14.04 節中之未加工植物性材料及上述（Ａ）
部分之萃取物，以醚類或醇類萃取而得。本節亦包括五倍子萃取物（以水萃取之五倍子單寧），但其強度低於以
有機溶劑萃取者。
本節包含單寧（連苯三酚及鄰苯二酚單寧），無論是否含有於萃取過程中所留之雜質者。
最常見的是五倍子單寧（沒食子鞣酸）。
其他單寧包括橡樹皮單寧（槲皮鞣酸），栗木單寧（硬木鞣酸），白堅木單寧，荊樹單寧等。
所有此類單寧，通常為白色或淡黃色不定型粉末，但曝露於空氣中則變為棕色。有時亦呈鱗狀或針狀結晶，
其主要用途係作為染色、墨水製造、酒及啤酒的澄清，製藥及攝影之媒染劑。
歸入本節內之鞣酸鹽計有鋁、鉍、鈣、鐵、錳、鋅、六亞甲基四胺、非那宗（二甲基苯基 酮）或歐雷克新(orexine)
等之鞣酸鹽。其他單寧衍生物包括乙醯單寧及亞甲基雙單寧。此類衍生物通常供醫藥用。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貴金屬及其他蛋白質單寧鞣酸鹽或其他貴金屬化合物（第 28.43 節）或第 28.44 節至 28.46 節及第 28.52 節之
單寧衍生物。
（b）沒食子酸（第 29.18 節）。
（c）第 29.36 至 29.39 或 29.41 節之產品的鞣酸鹽及其他單寧衍生物。
（d）合成鞣酸物質，不論是否混入天然鞣酸物質（第 32.02 節）。
（e）鞣酸鹽衍生物而歸入第 35.01 至 35.04 節者，例如酪素鞣酸鹽（第 35.01 節）蛋白素鞣酸鹽（第 35.02 節）白
明膠鞣酸鹽（第 35.03 節）。

32.02-合成有機鞣料；無機鞣料；鞣料製品，不論是否包括天然鞣料；鞣前處理用酵素製劑。
3202.10-合成有機鞣料
3202.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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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鞣革用產品。
下列鞣革用產品如未含有第二十八章或第二十九章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者歸入本節：
（A）合成有機鞣料（有時亦稱「合成鞣質」），此類產品雖可單獨使用而將皮革鞣製成淺白色，但卻經常
與天然鞣料混合，以加強其對皮革的滲透性。此類產品包含下列各項：
（1）芳香族合成鞣料，諸如酚、甲酚或荼磺酸與甲醛之縮合物；高分子量之芳香烴磺酸鹽；聚磺醯
胺與聚羥基一聚芳香基碸─磺酸。
（2）烷基氯化磺醯（有時亦稱為「油基性合成鞣革物質」）。
（3）完全或幾近完全水溶性之樹脂性鞣革用產品。此類產品包含若干甲醛與雙氰胍，與尿素或與三
聚氰胺之若干縮合產品。
（B）無機鞣革用產品或「礦物性鞣質」（例如以鉻、鋁、鐵或鋯鹽為基者）。
上列（A）及（B）項所述之鞣革用產物均列入本節，即使其係互相混合者（例如有合成鞣質與鉻鹽或
鋁鹽混合者）或與天然鞣革材料混合者亦然。
本節尚包括主要用作合成鞣革物質而另有次要用途之產品（如染整用之均染劑及漂白劑）。
（Ⅱ）人造脫灰液。
此類溶液係複雜配製品，便利於除去交互纖維蛋白質及皮屑內之石灰，軟化並使其更易於感受隨後的
鞣革物質之作用。此類溶液通常以選擇性酵素、胰液素等為基質，亦可與某種脫石灰產品，或增量劑，諸
如糠或木粉混合。
本節不包括：
（a）產製木漿所殘餘之鹼液，無論是否經濃縮者（第 38.04 節）。
（b）製革工業中被用作加速染料及配製品及其他產品之染色作用及固色作用及固色作用的整理劑（例如修飾
劑或媒染劑），但必須是此類物品的主要用途並非當作鞣革材料（第 38.09 節）。

32.03-植物性或動物性著色料（包括染色用萃取物，但動物碳黑除外）
，不論其是否符合化學上
之定義者；本章註三所述之以植物性或動物性著色料為基料之調製品。
本節包括大部分植物性及動物性產品其主要用途為著色料者。此類產品通常係由植物性材質（木材、樹皮、
樹根、種子、花卉、地衣等）或由動物性材質萃取而得；其方法係將此類材質浸入水、弱酸或氨水溶液中，某些
植物性材質則用發酵法。此類物品比較複雜，通常含有一種或多種主要之著色料及少量的其他物質（糖、單寧酸
等）來自原料或萃取過程者。不論其是否為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均歸入本節。
本節包括：
（1）植物性著色料與著色料染色萃取物，得自蘇方木（蘇木紅、蘇木色素等）、黃色樹（佛提樹、古巴及坦比
可木等），紅色木（伯南布哥、利馬、巴西樹等）、檀香木、槲木、黑兒茶樹（亞克沙阿仙藥）、紅木、
茜草、朱草、指甲花、鬱金根之粉末、波斯漿果、紅花、蕃紅花等。本節亦包括以地衣類物質製成之紅（紫）
色染料及石蕊色素，由各種葡萄表皮中所得之葉青素，由蕁麻及若干其他植物所提煉之葉綠素及鈉化葉綠
素、銅化葉綠素、葉黃素，由植物性物質諸如山毛櫸樹皮或軟木經過部分分解所製成之模仿范大克氏棕色；
得自靛屬植物（以著色用靛藍為主）之天然靛染色。此類物質通常呈暗藍色粉末狀、膏狀、餅狀及塊狀。
（2）動物性著色料，例如胭脂紅萃取物，通常以胭脂蟲在酸性水或氨溶液中萃取而得；洋紅，一種紅色著色萃
取物，由雌性胭脂蟲萃取而得；烏賊墨，一種棕色物質，自一種墨魚之墨水囊中提煉而得；由蟲漆配製而
得之著色萃取物，其中主要的為蟲漆染料。
本節亦包括以動物性或植物性著色料為基料之配製品，被當成基料之著色料必須被用作任何材料之著色或用
作製造著色配製品之原料。這些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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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在某些國家用於乳酪著色的紅木（annato）植物油溶液。
（ii）天然具珍珠光澤的顏料分散於由水或由水與水溶性溶劑之混合物所構成的媒質中。這種產品有時稱為〝珍
珠精〞，用於水性塗料及化粧用品之製造。
但本節不包括本章章註 3 最後一句所提及之配製品。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碳煙（第 28.03 節）。
（b）若干物質，雖具備染色性能郤未被當作染料使用者諸如桑色素、血紅素、紅血纖維素（第二十九章）。
（c）合成有機著色料（第 32.04 節）。
（d）沈澱色料，以天然之動物性或植物性色料固定於鹼基而得者（例如洋紅色澱，蘇方木色澱，黃木及紅木色
澱）（第 32.05 節）。
（e）零售包裝之染料或其他著色料（第 32.12 節）。
（f）象牙碳煙及其他動物碳煙（第 38.02 節）。

32.04-合成有機著色料，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本章註 3 所述之以合成有機著色料為基料
之調製品；各種有機產品用作螢光增亮劑或發光劑，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
-基料之調製品，如本章註三─合成有機著色料及以其為所述者：
3204.11--分散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2--酸性染料，不論是否已作金屬預處理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媒染料及以其為基
料之調製品
3204.13--鹽基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4--直接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5--甕染料（包括就其狀態可如顏料使用者）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6--反應性染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7--合成有機顏料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4.19--其他，包括第 3204.11 至第 3204.19 目中兩種或以上之著色料之混合物
3204.20-用作螢光增亮劑之合成有機產品
3204.90-其他
(Ⅰ)合成有機著色料，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之定義者；
以本章註 3 所述之合成有機著色料為基料之調製品
合成有機著色料通常係自蒸餾煤焦油所產生之油或其他產品所得。
本節適用下列各項尤其是：
（A）未混合之合成有機著色料（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物）及以無染色性能物質稀釋過之合成有機著
色料（例如無水硫酸鈉、氯化鈉、糊精、澱粉等）使其著色力降低或標準化者。加入少量的量的界面活性
產品以增強染料的滲透力及固色力並不影響其稅則上的分類，上述之著色料通常呈粉末狀、結晶狀、膏狀
等。
零售包裝之合成有機著色料歸入第 32.12 節（見該節之註解（C）部分）。
（B）同形態之合成有機著色料相互混合者。
（C）合成有機著色料經濃縮後分散於塑膠、天然橡膠、合成橡膠、可塑劑或其他介質中。此分散物通常成小板
或塊狀，可用作橡膠、塑膠等之著色原料，且少量分散物即可染著大量的橡膠、塑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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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合成有機著色料與佔相對大量的界面活性產品或有機黏合劑之混合物，當成橡膠染色劑，或用作紡織品之
印染之配製物的原料，此混合物常為膏狀物。
（E）其他以用作染著任何材質或用作產製著色配製品以原料的合成合成有機著色料為基料之配製品，但本章註 3
最後一句所提及之配製品除外。
下列各種形式之合成有機著色料歸入本節（不論是染料或顏料）：
（1）亞硝基及硝基化合物。
（2）單及聚偶氮化合物。
（3）1, 2 一二苯乙烯。
（4）刀唑（例如唑綠黃）。
（5）咔唑。
（6）醌亞胺，例如吖上（對氮蔥型藍，苯胺黑，藍黑色蠟，藏紅等），噁上（倍花青染料等）及噻嗪（鹼
性亞甲藍等）亦包括靛酚及久達胺染料。
（7）呫己（焦寧素、螢光素、曙紅、鹼性蕊香紅等）
（8）吖啶，喹啉（例如花青染料，類花青染料，隱花青染料）。
（9）二苯基或三苯基甲烷，例如金胺及洋紅染料。
（10）羥基醌及蔥醌，如茜素。
（11）磺化靛類染料。
（12）其他的甕染料及顏料（例如合成靛藍），其他硫化染料及顏料，溶靛素等。
（13）磷鎢綠等染料（見第 32.05 節之註解第三段）。
（14）酞菁（粗製品亦然）其金屬化合物，包括其磺化後之衍生物。
（15）經合成所得之類胡蘿蔔素（例如β─胡蘿蔔素，δ1─縮水─β胡蘿蔔醛，δ1─縮水─β胡蘿蔔酸，
δ1─縮水─β胡蘿蔔酸乙酯，δ1─縮水─β胡蘿蔔酸甲脂及斑螫黃質（canthaxanthin）。
若干偶氮著色料常製成已安定之重氮鹽及偶合劑之混合物之形式而產生不溶性偶氮染料附著在纖維上。此項
混合物亦歸入本節。
但本節不包括單一重氮鹽（不論是否已安定或已稀釋至標準強度者），此項鹽類於染整過程中可不與偶合劑
混合，而單獨應用在纖維上，產生類似的著色料（第二十九章）。
本節亦不包括在著色料製造過程之各個不同階段所得，但本身並非染料的中間產物。此類中間產物（例如：
氯醋酸、苯磺酸及萘酚磺酸、間苯二酚、氯化硝基苯、硝基酚及亞硝基酚、亞硝基胺、苯胺、硝酸胺及磺酸胺之
衍生物、聯苯胺、氨基荼酚磺酸、蔥醌、甲基苯胺等）均歸入第 29 章。此類中間產物與歸入本節之若干粗製品，
諸如酞菁即有很大差別，後者在化學上屬“已完成者”，僅須經簡易之物理處理，即可獲致其最適宜之著色力。
合成有機著色料有溶於水者亦有不溶於水者，現今幾乎已完全取代了天然有機著色料。特別是用在紡織品的
染色與印染，及獸皮、紙張及木類的染料。亦常用來製造色澱（第 32.05 節） 歸入第 32.08 至 32.10，32.12 及 32.13
節的色料，歸入第 32.15 節之墨類，及用於塑膠、橡膠、蠟、油、攝影用乳化劑之著色等。
若干此類物質亦用作實驗室之試劑或供醫藥用。
實務上不以染色特性加以使用之物質，不歸入本章，例如菌（甘菊環）（第 29.02 節）；三硝基酚（苦味酸）
及二硝基─鄰─甲酚（第 29.08 節）；六硝基二苯胺（第 29.21 節）；甲基橙（第 29.27 節）；膽紅素、膽綠素、
及紫葉鹼類（第 29.33 節）；吖啶黃（第 38.24 節）。

(Ⅱ)用作螢光增亮劑或發光劑之合成有機產品，不論是否符有化學上之定義
（1）用作螢光增亮劑之有機產品，是一種會吸收紫外線並放出可見之藍色輻射之合成有機產品，因而增強白色
物體外觀上的潔白度，此類產品常由二苯乙烯衍生物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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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作發光劑之有機產品，是一種光線照射下，會產生發冷光或螢光效果的合成產品。
某些此類產品亦具有著色料之特性。藍光鹼性蕊香紅 B 即係發光體之一例，可在塑膠中產生紅色螢光。
它通常為粉末狀。
大多數被用作發光體之有機產品（例如：二乙基二羥基對苯二甲酸鹽及水楊醛連氮）並非著色料。其
被加在著色用顏料內以使該顏料外觀上更燦爛。因而此類產品即使有化學上之定義仍歸入本節，但同一化
學品如不是發冷光（例如純度較低、結晶構造不同）者除外（第二十九章），所以作為橡膠發泡劑之水楊
醛連氮，歸入第 29.28 節。
用作發光劑之有機產品相互混合或合成有機著色料混合者歸入本節。與無機顏料混合者除外（第 32.06
節）。
。
。。

目註解：
第 3204.11 至 3204.19 目
合成有機著色料及以本章註 3 所提及者為基料之配製品是以其適用性及用途來細分。這些目別之產品描述於
下。分散性染料本質上乃非水溶性，非離子性染料分散在水中以染著疏水性纖維。被應用在聚酯、尼龍及其他聚
醯胺，乙酸纖維素及壓克力纖維與若干熱可塑性塑膠之表面染色。酸性染料為水溶性之陰離子性染料，用來染著
尼龍、毛類、絲類，改良型壓克纖維或皮革。
媒染染料乃水溶性染料必須使用媒染劑（例如鉻鹽）以便和紡織品之纖維結合。
鹽基性纖維乃水溶性之陽離子性染料被用來染著改良型壓克力纖維，改良型尼龍，改良型聚酯纖維及未經漂
白的紙張。此類染料的原來用途是用作染著絲織品、毛織品及單寧媒染棉，這些被染物的鮮明度比色相堅牢度重
要。某些鹽基染料具有生物活性而在醫藥上用作防腐劑。
直接染料為水溶性之陰離子性染料，溶在含有電解質之水溶性中時，能纖維素纖維直接染色。它們被用來染
棉、再生纖維、紙、皮革，偶而也用於尼龍之染色。為了加強其色相堅牢度，直接染料染的纖維通常須要後處理，
例如在原位置重氮化或偶合，與金屬鹽起螯合作用，或以甲醛處理。
甕染料為非水溶性染料在鹼浴中還原成水溶性無色狀態，並以此狀態用來染色，主要用以染纖維素纖維，染
料附著於纖維上後即被氧化成非水溶性有色的酮狀態。
反應性染料乃是染料自己附著在纖維上，通常用於棉、毛織品及尼龍，染料分子與纖維分子上之官能基反應
形成共價鍵而完成染色。
顏料是合成有機色料而在全部使用過程中仍保持其原有之結晶或微粒狀態（對照於染料來說，後者在染著過
程中可能會由於溶解作用或蒸發作用而失去其結晶結構，雖然也可能在接下來的染色步驟中又恢復原本之狀
態）。它們包括某些上述染料的非水溶性金屬鹽。
第 3204.19 目包括下列各項，尤其是：
─本章註 2 所述及之混合物。
─溶劑染料，溶於有機溶劑用來染人造纖維，例如尼龍、聚酯及壓克力纖維，或用在汽油、凡立水、著色劑、墨
類、蠟等。
某些上述之合成有機著色料因屬於二種或更多種的應用類別而分別歸入不同之目。其被分類如下：
─那些在它們所呈現的狀態，既可當作甕染料也可當作顏料用的，視為甕染料歸入第 3204.15 目。
─其餘者，若可歸入第 3204.11 至 3204.17 目中之二種或二種以上者，皆歸入排列在後之目別。
─上述種種可歸入第 3204.11 至 3204.17 目之一，亦可歸入第 3204.19 目者，一律歸入第 3204.11 至 3204.17 目中。
合成有機著色料之混合物及混合物所成之配製品皆分類如下：
─ 500 ─

Ch.32
─同一目別的二種或二種以上之產品所形成之混合物，歸入與原產品同一目別。
─出自不同目別（第 3204.11 至 3204.19 目）的二種或二種以上產品所成之混合物皆歸入第 3204.19 目。
螢光增白劑有時稱「白色染料」，不歸入第 3204.11 至 3204.19 目，它特別被歸入第 3204.20 目。

32.05-色澱；以本章註三所述色澱為基料之調製品。
色澱係天然色料（動物性或植物性）或合成有機染料（無論是否溶於水），通常以礦物（硫酸鋇、碳酸鈣、
氧化鋁、瓷土、滑石、矽土、矽華化石土、碳酸鈣等）為基質，經固定而得之不溶於水之調製品。
固定著色料於基質上，通常係用下列方法獲致：
（1）以沈澱劑（鞣酸、氯化鋇等）使著色料沈檜；或以著色料與尿質共同沈澱。
（2）以著色料溶液，將基質染色。
（3）將不溶性著色料及惰性基質，以機械使之緊密混合。
色澱不得與其他若干產品混淆，諸如不溶於水之合成有機著色料。其中之礦物質係組成分子之一部分，例如
合成有機著色料成金屬鹽類形態者即為非水溶性物質（例如磺酸基染料之鈣鹽，及鹽基性染料與磷、鉬及鎢之複
合酸產生之鹽類）（第 32.04 節）。
大部分色澱係由合成有機著色料（第 32.04 節）經調製而得，具有強抗氧化力，如偶氮染料，由蔥醌衍生物
之甕染料，或茜素染料。此類色澱主要用在製造印刷用墨水、壁紙及油漆。
色澱亦可自動物性植物性有機著色料（歸入第 32.03 節者）製成。此類色澱包括下列各項：胭脂紅沈澱，通
常係以明礬處理胭脂蟲萃取物之水溶液而得，大部分係用於水彩顏料之製造，及糖漿、糖果與甜酒之染色，製造
蘇木、黃木及紅木色澱等。此類產品通常為粉末狀。
本節包括濃縮性色澱分散於塑膠、橡膠、可塑劑或其他介質者。此類分散物通常為小板狀或塊狀，用作橡膠、
塑膠等全體之染色原料。
本節亦包括以用作將一般材料著色或用作製造著色調製品之原料的色澱為基料所成之若干其他調製品。但本
章註 3 最後一句所提及之調製品除外。
本節不包括日本（或中國）生漆（第 13.02 節）。

32.06-其他著色料；本章註三所述之調製品，但第 3203、3204 或 3205 節之物品除外；用作發
光劑之無機產品，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定義者（＋）。
-以二氧化鈦為基料之顏料及調製品：
3206.11--以乾物質計含二氧化鈦在 80％或以上者
3206.19--其他
3206.20-以鉻化合物為基料之顏料及調製品
-其他著色料及其他調製品：
3206.41--碗青及以其為基料之調製品
3206.42--鋅鋇白（立德粉）及以硫化鋅為基料之其他顏料及調製品
3206.49--其他
3206.50-用作發光劑之無機產品
（Ａ）其他著色料；本章註 3 所提及之調製品，但歸入第 32.03，32.04 及 32.05 節者除外
本節包括無機性著色料及礦物性著色料，但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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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天然雲母氧化鐵；土色料，無論是否經煆燒或互相混合者（見第 25.30 節之註解）。
（b）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單一無機著色料（例如鹼式碳酸鉛：鐵、鉛、鉻或鋅之氧化物：鋅或汞之硫化物：鉻酸
鉛（第二十八章）；土凡福爾特綠色料（醋酸銅亞砷酸銅複鹽）。（第 29.42 節）。
（c）金屬薄片及粉末（第十四及十五類）。
歸入本節之著色料如下列：
（1）以二氧化鈦為基料之顏料，這些包括經表面處理過的二氧化鈦，或與硫酸鈣、硫酸鋇或其他物質混合的二
氧化鈦。也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為了提供適合作顏料的某些物理性能而特地添加些化合物的二氧化鈦，但由
於其特性而不適合作顏料所特別製得的二氧化鈦，是則歸入其他節內(例如第 38.15、38.24 節)。未混合及未
經表面處理過的二氧化鈦，歸入第 28.23 節。
（2）以鉻化合物為基料之顏料。此類包括由鉻酸鉛與其他無機產品諸如硫酸鉛等混合組成之黃色顏料及由氧化
鉻與其他物質混合組成之綠色顏料。
（3）碗青。碗青藍為一種複雜之化合物，早期是由天青石製得，而現今已由人工製造，即處理各種矽酸鹽、鋁
酸鹽、碳酸鹽、硫等之混合物而得。綠色、粉紅色及紫色之碗青亦歸入本節，但若干未混合之鉻酸鹽，有
時稱為黃色碗青者，不歸入本節（第 28.41 節）。
（4）立德粉(鋅鋇白)及以硫化鋅為基料之其他顏料，諸如由硫化鋅與硫酸鋇（其混合之比例變化不定）所組成之
白色顏料。
（5）以鎘化合物為基料之顏料。例如由硫化鎘與硫酸鋇混合而成的黃色顏料，及由硫酸鎘與硒混合而成之鎘紅。
（6）普魯士藍（柏林藍）及其他顏料以亞鐵氰化物或鐵氰化物為基料者。普魯士藍含有非符化學定義之鐵基亞
鐵氰化物。係以亞鐵鹽沈澱鹼性亞鐵氰化物，再經次氯酸鹽氧化而得。為無定形藍色固體用作配製亦歸入
本節之多種顏料。這些顏料包括礦物藍（含硫酸鋇及高嶺土），米洛麗綠或英國綠（含鉻黃，亦有含硫酸
鋇者）及鋅綠（含鉻酸鋅）以及用作彩色墨水之化合物（含草酸）。登堡氏藍，由鐵氰化亞鐵組成，沒有
化學上之定義，單獨存在或存在於混合物中。
（7）礦物生黑（歸入第 25.30 節及第 28.03 節的除外），例如：
（a）頁巖黑，係種種矽酸鹽及碳之混合物，由瀝青頁岩經局部煆燒所成。
（b）矽土黑，係煤及矽藻土之混合物經煆燒而得。
（c）一種稱為「鋁黑」的產品，為氧化鋁與碳之混合物，係鐵礬土與煤焦油瀝青或煤焦油脂之混合體經煆
燒而得。
（8）色土，用極少量合成有機染料明亮化者（色土，不論是否互相混合，但未明亮化者，通常歸入第 25.30 節─
─見有關之註解）。
（9）可溶性范大克氏棕及其類似品通常以氨或氫氧化鉀溶液處理第 25.30 節之土色料（范大克氏棕，科隆士及卡
茜爾士等）而得。
（10）以鈷化合物為基料之顏料，例如天藍色顏料。
（11）由精磨之細礦砂所組成的顏料，例如鈦鐵礦。
（12）鋅灰（非常不純之氧化鋅）。
（13）合成珍珠（珍珠）顏料，為無機珍珠顏料，例如：
（a）添加微量有機界面活性劑之氯氧化鉍。
（b）以氯氧化鉍，二氧化鈦或二氧化鈦氧化鐵塗覆之雲母。
這些產品被用在製造各種化粧調製品上。
無機顏料添加有機著色料者亦歸入本稅則號別。
此類產品係原始材料，主要為製造陶瓷工業用之色料及顏料（見第 32 .07 節之註解），及用以製造第 32.08
至 32.10 及 32.12 節之色料、油漆、搪瓷釉及生漆，第 32.13 節藝術家、學生及娛樂用之色料為基料之調製品，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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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 25.30 節及第二十八章之著色顏料，及金屬薄片或粉末等等，用來染著一般材料或用作製備著色調製品之
原料而呈下列形式者：
（I） 濃縮性分散體，分佈於塑膠、天然橡膠、合成橡膠、可塑劑及其他介質。此分散物作為塑膠、橡膠之全體
之著色原料。或
（II）混合物，含有相當大量之界面活性產品或有機黏合劑，用作大量塑膠等之著色料，或作為紡織品印染用之
調製品之原料，該類物品通常為膏狀。
但本節不包括本章章註 3 最後一句所提及之配製品。
本節亦不包括：
用作油漆增量劑之產品，不論是否亦適用於水漿塗料之著色，例如：
（a）高嶺土（第 25.07 節）
（b）碳酸鈣（第 25.09 或 28.36 節）
（c）硫酸鋇（第 25.11 或 28.33 節）
（d）矽藻土（第 25.12 節）
（e）石棉板（第 25.14 節）
（f）白雲石（第 25.18 節）
（g）碳酸鎂（第 25.19 或 28.36 節）
（h）石膏（第 25.20 節）
（ij）石棉（第 25.24 節）
（k）雲母（第 25.25 節）
（l）滑石（第 25.26 節）
（m）方解石(冰島晶石)（第 25.30 節）
（n）氫氧化鋁（第 28.18 節）
（o）二種或二種以上之上述（a）至（n）之產品相互混合者（通常歸入第 38.24 節）。

（B）用作發光劑之無機性產品，不論是否符合化學上之定義
用作發光劑之無機性產品，為一種產品，在可見光或不可見光之作用下（太陽射線、紫外射線、陰極射線、
ｘ─射線等），產生發光效應（螢光或磷光）。
大部分此類產品，為金屬鹽類受所含極少量之「活性化」產物諸如銀、銅及錳所活性化者。例如，硫化鋅由
銀或銅活性化，硫酸鋅以銅活性化，及矽酸鋅鈹以錳活性化。
另外其他發光性能並非由於活性劑之存在，而係經處理後成為一極特殊之結晶構造所致之金屬鹽類。此類具
有化學上之定義之化合物產品，不含其他物質，包括鎢酸鈣及鎢酸鎂在內。本節不包括同一類化學品而不具發光
形式者（例如純度較差，結晶構造不同者）（第二十八章）。因此「無定形」鎢酸鈣用作試藥者，歸入第 28.41
節。
一種用作發光劑之無機性產品，有時含微量添加之放射活性鹽類，而成自身發光劑。如果該放射活性物質之
輻射量超過 74Bq/g(0.002μCi/g) ，則該產品必須當成含放射活性物質之混合物而歸入第 28.44 節。
用作發光劑之無機性產品相互混合（例如被銅所活化之硫化鋅與被銅所活化之硫化鋅鎘混合）或是與無機著
色顏料（第二十八章及上述（A）部分）混合者仍歸入本節。
發光性物質係用於配製發光塗料及電視螢光幕、示波器、輻射攝影、放射線透視及雷達裝置及螢光燈管之表
面塗層。
本節不包括第 28.43 至 28.46 節及第 28.52 節所述之產品（例如氧化釔與氧化銪之混合物），不論其包裝或用
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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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3206.19 目
含有低於 80％二氧化鈦之配製品，包括其濃縮分散在塑膠、天然橡膠、合成橡膠或可塑劑中者，通稱為色母
用於大量塑膠、橡膠等之著色。

32.07-調製顏料、調製乳光劑及調製色料、琺瑯及釉、釉底料（泥釉）
、光澤液、及類似調製品
等之用於陶瓷、搪瓷及玻璃工業者；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成粉、粒或細片狀者。
3207.10-調製顏料、調製乳光劑、調製色料及類似調製品
3207.20-琺瑯及釉、釉底料（泥釉）及類似調製品
3207.30-光澤液及類似調製品
3207.40-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成粉、粒或細片狀者
本節包括一系列之調製品，供陶瓷工業（瓷器、陶器等），玻璃工業或金屬物品之著色或最外層之塗飾之用
者。
（1）調製顏料，調製之乳光劑及調製色料，係氧化物（銻、銀、砷、銅、鉻、鈷等之氧化物）或鹽類（氟化物、
磷酸鹽等）經熱處理（含或不含助熔劑及其他物質）所成之乾性混合物，經塗佈後置於高溫（通常高於 300
℃）燃燒。此類物品在陶瓷窯火過程產生有色或不透明之表面，或併入瓷釉或搪瓷釉內，或於上釉前用作
表層塗物。
（2）琺瑯及釉，係矽土與其他產品（長石、高嶺土、鹼性物、碳酸鈉、鹼土金屬化合物、氧化鉛、硼酸等）之
混合物，加熱使之玻璃化後產生無光澤或有光澤之光滑表面。大部分情況下，此種組成成份，有若干在初
步製造過程中已熔合，而存在於粉末狀玻璃料之混合物內（見下面所述）。
可玻璃化琺瑯及釉或為透明體（不論是否著色）或加入不透明劑或顏料成為不透明物；有時加入物質
（例如氧化鈦或氧化鋅）經加熱後再冷卻產生裝飾性結晶效應。此類可玻璃化琺瑯及釉，通常成粉末或顆
粒狀。
（3）釉底料（泥釉），係以黏土為基之半流體膏狀物，不論是否著色，乃用來塗佈於陶瓷器皿之表層，全面或
塗成圖案式樣者，此種塗佈物，適用於未加火處理前或初步首次加火處理後。
（4）光澤液，存在於松油精或其他有機溶劑內之金屬化合物，而呈溶液狀或懸浮液狀者，供作陶瓷器或玻璃器
皿之裝飾用者，用途最廣泛者為金、銀、鋁、鉻之光澤液。
（5） 玻璃熔塊及所有其他各種粉末狀、顆粒狀或細片狀玻璃（包括得自熔化石英或其他熔化矽土之玻璃和
vitrite），不論是否已著色或鍍銀者。
此類產品係供配製陶瓷、玻璃及金屬物件之表層塗料及其他之用途。例如玻璃熔塊係配製上述第（2）
項之可玻璃化產品之用。玻璃粉及玻璃粒則可燒結為實驗室用之圓盤、板、管等。
vitrite 通常用以製造電器之絕緣材質（例如燈泡頭之接觸末端）。
物質種種粉末狀玻璃係用作研磨劑，裝飾明信片，聖誕樹裝飾及製成彩色玻璃物品。
關於上述第（5）項之粉末狀、粒狀及細片狀以外之形態之產物不列入本節，通常歸入第七十章。尤其適用
於塊狀 vitrite 玻璃及琺瑯釉玻璃（第 70.01 節），琺瑯玻璃呈塊、桿及管狀者（第 70.02 節）及小而規則之球體微
粒用作電影銀幕，路邊交通號誌等之塗佈物料者（第 70.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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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8-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漆及亮漆及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
），經分散或溶解於非水媒質者；本章註 4 所述之溶液。
3208.10-以聚酯類為基料者
3208.20-以丙烯酸或乙烯基聚合物為基料者
3208.90-其他
（A）油漆（包括亮漆）
本節所稱之油漆為不可溶性著色料之分散物（主要為礦物性或有機性顏料，或沈澱色素），或金屬薄片或粉
末在分散或溶解於非水溶性介質的膠合劑組成的展色料中。膠合劑為一種薄膜產生劑，乃由合成聚合物（諸如酚
樹脂、氨基樹脂、熱固性或其他壓克力聚合物，醇酸樹脂及其他聚酯，乙烯基聚合物，聚矽酮，環氧樹脂和合成
橡膠）或經化學改良之天然聚合物（諸如纖維素或天然橡膠之化學衍生物）所組成。
種種數量的其他產品，諸如催乾劑（主要為以鈷、錳、鉛或鋅之化合物為基料者），增稠劑（鋁皂及鋅皂），
界面活性劑，稀釋劑或填充劑（硫酸鋇、碳酸鈣、滑石等）及抗皺皮劑（例如丁酮肟）可為了某些特殊之目的，
而加入展色料中。
以溶劑稀釋之油漆其溶劑與稀釋劑係揮發性液體（諸如白酒精、甲苯、松油精、硫酸化松脂油、樹膠、合成
溶劑之混合物等）加入油漆內以溶解其固態黏合劑而達適當之流動性，以易於使用。
以凡立水為展色劑者，稱為「亮漆」，乾燥後成為特別平滑且堅硬之薄膜，此薄膜或有光澤或無光澤。
以溶劑稀釋之油漆及亮漆均視其特殊用途而製造，通常含有數種顏料與數種黏合劑。經施用於物品上，乾燥
後在表面產生非黏性、不透明、彩色有光澤或無光澤之薄膜。

（B）凡立水（包括纖維素漆）
本節之凡立水與纖維素漆係用於保護或裝飾物品的表面之液態配製品。它們以合成聚合物（包括合成橡膠）
或經化學改良之天然聚合物（例如硝化纖維素或其他纖生素衍生物，酚醛清漆樹脂或其他酚醛樹脂，氨基樹脂，
矽樹脂等）為基加上溶劑及稀釋劑而成。其形成之薄膜成乾，非水溶性，相當堅硬，高或低透明性，平滑，連續
可能有光澤性，無光澤性或光滑性。可加入能溶於該配製品之著色料使之被著色（對油漆與亮漆而言，該著色料
稱為顏料，且不溶於介質中──見上述（A）部分）。
*
* *

油漆，凡立水及纖維素漆較普遍的使用方法，是用刷子與滾筒在工業上，主要方法包括噴塗，浸塗及機械塗
裝等方法。
本節亦包括：
（1）使用時必須稀釋之凡立水。其組成係樹脂溶於少量之溶劑內，加上其他成分例如防皺劑以及某些三級流動
減粘漆的溶劑或催乾劑，使其只適於當凡立水使用。此處所述之凡立水，其次要原料亦為溶液狀，可與本
章註 4 所界定之溶液加以區分，其依據則為它們各自的次要原料之化學性質不同，以及因而造成這兩種型
式溶液中次要原料所表現的功能不同。
（2）輻射可固化之凡立水。其組成係寡聚物（即含 2，3 或 4 單體之聚合物）及交聯單體且不論是否含光起始劑，
溶於揮發性溶劑內。這些凡立水藉紫外線、紅外線，χ─射線，電子束或其他輻射線等的作用產生交聯的
且溶劑不能溶的網狀結構（一種堅硬、乾燥的薄膜）。這種型態的產品，除非它已可清楚地被證實僅供凡
立水使用，否則不列入本節。類似的某種產品被用作感光乳劑，則應歸入第 37.07 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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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列（C）部分所述（即第 39.01 節至第 39.13 節）聚合物溶液之凡立水，不論其所含溶劑之重量，含有非製
造第 39.01 至 39.13 節所指產品所必須使用之附加物質，例如抗皺皮劑和若干觸變劑或催乾劑，這些附加物
質使得（C）部分所述之聚合物溶液只適於作凡立水使用。
本章註 4 所

（C）第三十二章註 4 所界定之溶液
由於本章註 4 所述，含下列成份之溶液（膠棉除外）歸入本節：
溶於揮發性有機溶劑中的一種或多種歸屬第 39.01 至 39.13 節之產品，和製造這些產品所需加入之成份，例如：
促進劑、阻滯劑、交聯劑（因而，不包括染料等可溶性成分及填充劑或顏料等不溶性成分，也不包括根據本分類
制度之其他規定可歸入此等節之所有產品）。而其溶劑在溶液中所佔重量超過 50％。
一種或一種以上之上述產品與可塑劑溶於揮發性有機溶劑中，而該溶劑在溶液中所佔重量超過 50％。
如果揮發性有機溶劑在溶液中所佔重量未超過 50％者歸入第三十九章。
所謂「揮發性有機溶劑」也包括具有相當高沸點之溶劑。如：松節油。
*
* *

與上列（B）部分倒數第二段所述之配製品類似組成之膠質，及已裝於供零售用之包裝而淨重不超過 1kg 之
膠質除外（第 35.06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以加入高比例之填充料之塑膠為基料，如傳統的灰泥等，以刮鏟、修平刀等塗抹於牆上或地板等之表面調製
品（第 32.14 節）。
（b）印刷油墨，雖與油漆有類似性質之組成，而不適於塗刷用（第 32 .15 節）。
（c）凡立水，專供塗抹指甲之凡立水，而呈第 33.04 節註解所述之型態者。
（d）由顏料，膠合劑及溶劑所組成之修正液，呈零售包裝在打字文稿、手寫原稿、影印、平版印刷等時用作遮
蔽錯誤或其它不要之符號，與用作模板修改調製品呈零售包裝之纖維素凡立水（第 38.24 節）。
（e）膠棉，不論溶劑所佔之比例（第 39.12 節）。

32.09-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及亮漆）
，經
分散或溶解於水性媒質者。
3209.10-以丙烯酸或乙烯基聚合物為基料者
3209.90-其他
本節所述油漆是由以合成聚合物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為基料之分散的膠合劑或其溶液，在水溶性介質
中，與分散之不溶性著色料（主要為礦物性或有機性顏料，或色澱）和填充料混合而構成。並加入界面活性劑及
保護性膠質以使之安定。本節所屬之凡立水與油漆之成份相似，但不含有顏料，然而可能含有溶於黏合劑中的色
料。
黏合劑乃薄膜產生劑，由聚合物組成，諸如聚丙烯酸酯，聚醋酸乙烯酯，聚氯乙烯，或丁二烯與苯乙烯之共
聚合物。
所謂「水性介質」其意義為水或水與某些水溶性溶劑混合所組成之任一介質。
本節不包括下列：
（a）以加上高比例之填充料之塑膠為基料，如傳統的灰泥等，以刮鏟、修平刀等塗抹在牆上、地板上等之表面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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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第 32.14 節）。
（b）印刷油墨，雖與油漆有類似性質之組成，而不適於塗刷用者（第 32.15 節）。

32.10-其他漆類及凡立水（包括瓷漆、亮漆及膠畫料）；皮革加工用水性顏料。
（A）油漆（包括瓷漆）
本節所屬之油漆（包括瓷漆）包括下列各項：
（1）乾性油（例如亞麻子油），不論是否經改質，或天然樹脂，經分散、溶解於水性或非水性介質中，並添加
有顏料者。
（2）任一液態黏合劑（包括人造或經化學改質之天然聚合物）含有硬化劑與顏料，但不含任何溶劑或其他介質。
（3）以橡膠（合成橡膠除外）為基質之油漆，分散或溶解於非水性介質中，或分散於水性介質中，再混入顏料
而成。此類型之油漆常只塗薄薄的一層用來產生柔韌之表層薄膜。

（B）凡立水（包括纖維素亮漆）
本節的凡立水包括：
（1）油性凡立水，其薄膜產生劑為一種乾性油（例如亞麻子油）或為乾性油與蟲漆，天然樹膠或樹脂之混合物。
（2）以蟲漆，天然樹膠或樹脂為基料之凡立水與纖維素漆，其組成主要係以蟲漆、天然樹膠或樹脂（蟲膠、松
昋、達民樹脂、達馬樹脂等）分散或溶解於酒精（揮發清漆）、樹膠、木材松節油或硫酸化松節油、白酒
精、丙酮等。
（3）以地瀝青、木瀝青或類似產品為基料之凡立水（有時稱之為黑色漆、黑色假漆等）。（關於以地瀝青等為
基之凡立水，與若干第 27 .15 節之混合物之區別，見該節註解中之除外之（e）部分。）
（4）不含溶劑之液狀凡立水，其可能由下列成分構成：
（a）液狀塑料（通常為環氧樹脂或聚胺基甲酸乙脂）與在此處稱之為「硬化劑」之薄膜產生劑。若干凡立
水必須在使用時才加入硬化劑，此種情況下，二種成份分別置於不同容器中。而此二種容器可置於同
一包裝內；
（b）單一樹脂，在使用時其薄膜的形成並非藉由加入硬化劑，而是靠熱力或大氣中的濕氣所形成；或
（c）寡聚物（即含 2，3 或 4 單體之聚合物）以及交聯單體，不論是否含有光起始劑。這凡立水藉由紫外線、
紅外線、ｘ─射線、電子束或其他輻射線等的作用，生成交聯的且溶劑不能溶的網狀結構（一種堅硬、
乾燥的薄膜）。
屬於本段所描述型態之產品，不歸入本節除非可清楚地確認該產品僅有之用途僅供用作凡立水。
若無法符合（a）及（b）的情況時則應歸入第三十九章。類似（c）所述之產品以及作為感光乳劑用的
此類產品，則歸入第 37.07 節。
（5）以橡膠（合成橡膠除外）為基之凡立水及纖維素漆，分散或溶解於非水溶性介質中，或分散於水溶性介質
中，可能含有添加之可溶於黏合材料中之著色料。此處所述之凡立水須含有其他原料，使之只適於當凡立
水使用。若非如此，則該類產品通常歸入第四十章。

（C）水性油漆（包括增白鞋油）及供作皮革完工處理用之調製水顏料
（1）水性油漆本質上係由著色顏料或由礦物性物質（例如白堊粉）與極少量之黏合劑諸如皮膠質或酪朊所組成。
某些型態之水性油漆還有加入填充劑、殺蟲劑或防腐劑等者。
水性油漆包括凝膠白，酪朊水性漆及矽酸鹽水性漆。其通常呈粉末狀，但亦有膏狀或乳膠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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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白鞋油之組成乃由白堊粉以黏合劑（例如糊精或皮膠質）凝聚成片狀。該產品為具多樣性之水性油漆。
亦有膏狀或分散狀者。
（3）供作皮革完工處理用之調製水顏料是近似於一般水性油漆之調製品，其組成係由礦物性或有機性顏料與若
干量之黏合劑（例如酪朊酸鹽）混合而成。其型態為粉末狀或膏狀或分散於水中，有時刻意加入某些產品
以增加皮革的光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以塑膠或橡膠為基料加上高比例之填充料，如傳統的灰泥，以刮鏟、修平刀等塗抹在牆上、地板上等之表面
調製品（第 32.14 節）。
（b）印刷油墨，雖與油漆有類似性質之組成，但不適於塗刷用者（第 32.15 節）。
（c）粉體塗料原則上由塑膠、添加物及顏料所組成，藉由加熱效應與應用靜電或不應用靜電塗佈於物體上（第三
十九章）。

32.11-調製催乾劑。
調製催乾劑係一種混合物使乾性油易於氧化以加速乾燥若干油漆或凡立水。此類產品通常含有化學乾燥劑（硼酸
鉛、環烷酸鋅、油酸鋅、二氧化錳、樹脂酸鈷等）及填充料，例如石膏（固態乾燥劑），或此類物質濃縮
於樹膠，木材松節油或硫酸化松節油，白酒精等（例如環烷酸鈣或環烷酸鈷在白酒精中）之溶液中者，不
論是否含乾性油（液狀或漿狀乾燥劑）。
本節不包括：
（a）歸入第 15.18 節已煮沸油或其他經化學改良之油。
（b）化學上有個別定義之化合物（通常歸入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
（c）樹脂酸鹽（第 38.06 節）。

32.12-顏料（包括金屬粉或金屬細片）
，經分散於非水媒質者，呈液狀或膏狀，用於製造漆類（
包括瓷漆）；燙印箔；零售包裝之染料及其他著色料。
3212.10-燙印箔
3212.90-其他
（A）顏料（包含金屬粉及金屬細片），經分散於非水媒質者，
是液狀或膏狀，用於製造漆類（包括瓷漆）。
這些是指顏料（包括鋁或其他金屬粉及金屬細片）經濃縮而分散於非水媒質者（例如，乾性油、白酒精、樹
膠、木材松節油或硫酸化松節油或凡立水），呈液狀或膏液，用於製造漆類或瓷漆者。
這類產品也包括濃縮分散液，有時稱之為「珍珠精」，它為：
（A）含有鳥嘌呤以及 6─羥基嘌呤以及得自某些魚類鱗片之具有珍珠光澤（珍珠）之天然顏料，或
（B）某種具有珍珠光澤（珍珠）之合成顏料（例如用鉍氧氯化物或二氧化鈦塗佈的雲母）。
分散於凡立水或清漆（例如硝化纖維素清漆）或分散於合成聚合物的溶液中者。
這些產品用於製造仿珍珠，指甲油或其他油漆及磁漆。

（B）燙印箔
此類產品（亦稱為轉印箔）由以下二類薄片之一所組成：
（1）金屬粉末（包括貴金屬之粉末），或顏料，以膠，明膠或其他黏合劑凝聚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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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屬（包括貴金屬）或顏料，以蒸發、陰極噴鍍等方法使之沈積於任何材質（例如紙、塑膠）之片狀支持
物上者。
該產品適用於手或機械加壓（通常亦加熱），印在書之封面、帽帶等。
金屬箔，經滾壓或錘擊而得者，須根據其所構成之金屬而決定應歸屬之章節（例如金箔，歸入第 71.08 節，
銅箔歸入第 74.10 節；鋁箔歸入第 76.07 節）。

（C）零售包裝之染料及其他著色料
此類係非形成薄膜產品，通常含有著色料及其他物質（例如惰性稀釋劑，表面活性產物，以加強著色料之滲
透力與固著力）之混合物，亦有加入媒染劑者。
此類產品，須合於下列條件之一，方歸入本節：
（1）零售包裝的染料（例如，袋裝粉、瓶裝液），或
（2）明顯為零售形狀的（例如，球、片及類似形狀）。
本節所包括之染料，主要係供家庭用，通常以「家用染料」銷售（產品衣服染料、鞋染料、傢俱染料），本
節亦包括用於實驗室等之特殊染料，例如用於顯微鏡才可看清楚的調製品之著色。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藝術家、學生及廣告畫匠用之色料、輔助調色料、娛樂用色料及其類似物成片狀、管狀、罐裝、瓶裝、盤裝
或類似形狀或包裝者（第 32.13 節）。
（b）油墨類（第 32.15 節）。
（c）演員用化粧用油及其他化粧用品（第 33.04 節）。
（d）第 33.05 節之染髮劑。
（e）彩色蠟筆及粉蠟筆（第 96.09 節）。

32.13-藝術家、學生或招牌畫畫家用色料、輔助調色料、娛樂性色料及其類似品，以片狀、管
狀、罐裝、瓶裝、盤裝或類似形狀及包裝者。
3213.10-成套色料
3213.90-其他
本節包括藝術家、學生及招牌畫畫家用之調配色料及油漆、輔助調色料、娛樂性色料及其類似品（水彩色料、
不透明色料、油漆等），而成片狀、管狀、罐裝、瓶裝、盤裝或類似形狀及包裝者。
本節亦包括以成套色料出售者，不論是否附有畫筆、調色板、調色刀、擦筆、盤等。
本節不包括印刷油墨類（或色料），印第安墨水，不論其為液狀或固狀，或歸入第 32.15 節之其他產品，亦
不包括蠟筆、粉蠟筆及其類似物品（第 96.09 節）。

32.14-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料及其他灰泥；漆匠用之填充物；
建築物正面，室內壁垣，地板及天花板或其他類似品使用之非耐火表面處理調製品。
3214.10-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料及其他灰泥；漆匠用之填
充物。
3214.90-其他
本節之產品包括成份大不相同之調製品，其特性均視其用途而定。
此類調製品，通常為漿狀或略帶漿狀，通常在使用後立即硬化或硫化。但若干為固體或粉末形態者，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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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藉加熱（例如熔解）或加入液體（例如水）使之成漿狀。
本節之產品，通常以右列各項工具使用：抹刀、刮鏟、修平刀、墁刀或類似之工具。

(Ⅰ)玻璃匠用之油灰，接合用之油灰，樹脂黏合劑，填隙料及其他灰泥。
此類調製品主要係供阻塞、封緘或防止裂縫之用，而在若干情形下，使組成之成份黏合或堅固接合在一起。
其與膠及其他黏著劑不同之處，在於使用時其塗抹層須相當厚。然而須注意的是，這些產品也包括使用在病人手
術後所留之開口及瘺管周圍皮膚之灰泥。
此類物品包括下列各項：
（1）以油性為基底之灰泥，主要含乾性油，填充料（無論是否與乾性油起反應或為惰性者）及硬化劑。其最著
名者為玻璃匠用之油灰。
（2）以蠟（封泥蠟）為基底之灰泥。此項灰泥由蠟（所有種類的蠟）組成，其內常加入樹脂、蟲膠、橡膠、樹
脂酯等以增加其黏著效果。但若蠟全部或部分為鯨蠟醇或硬脂醇所取代，此灰泥仍視為以蠟為基底者。本
節物品，包括接合用之油灰及用作封緘琵琶桶、木桶等之表面塗料。
（3）樹脂性灰泥及接合劑。係由天然樹脂（蟲膠、達馬樹脂、松脂）或塑料（醇酸樹脂、聚酯類、香豆酮二樹
脂等），相互混合，通常再加入其他物質（例如：蠟、油、瀝青、橡膠、磚粉、石灰、水泥或任何其他礦
物性填充料）所組成。須注意者，若干此類灰泥，亦包括於下列各節所述之形態者（例如以塑膠或橡膠為
基之灰泥）。此類油性及接合劑可供作多種用途，舉例來說，用作電器工業之填充料，封緘玻璃，金屬或
瓷器物品。通常須熔成流質後使用。
（4）以水玻璃為基之灰泥，常在使用時以二種成份混合調製而成。其一為含矽酸鈉與矽酸鉀鈉之水溶液，另一
為填充料（石英粉、砂、石棉纖維等）。主要用於封緘火星塞、引擎整體及引擎的機油箱、排氣管、散熱
器等，及用以填充或阻塞若干接合處。
（5）以氯氧化鋅為基之灰泥，係自加有阻滯劑（有時亦加入填充料）之氧化鋅與氯化鋅而得，供填充木材及陶
瓷器等之洞孔及裂縫之用。
（6）以氯氧化鎂為基之灰泥，係自加有填充料（例如木屑）之氯化鎂與氧化鎂而得。主要用作阻塞或封緘木器
裂縫。
（7）以硫為基之灰泥，係硫與惰性填充料混合所組成。通常製成固態、供生產堅固、防水及抗酸之塞子，亦供
黏合或固定物品於定點之用。
（8）以石膏為基之灰泥，係製成纖維的及叢毛狀粉末，為含約 50％之石膏及其他材料如石棉纖維、木質纖維素、
玻璃纖維、砂等之混合物。通常加水成漿狀物。供固定螺絲、餌釣、夾縫釘、釣干等之用。
（9）以塑料（例如聚脂類、聚胺基甲酸乙酯、聚矽氧烷及環氧樹脂）為基料之膠黏劑，不論是否加入高比例（高
達 80％）之各種填充料（例如粘土、砂及其他矽酸鹽類、二氧化鈦、金屬粉末等）。若干此類膠黏劑須加
入硬化劑方可使用。某些膠黏劑在使用以後不硬化且保留膠黏性(例如：音響密封膠)。其餘的硬化是經由溶
劑的蒸發、固體化(熱熔膠黏劑)、暴露在大氣層後硫化或由不同的成分混合在一起(多成分膠黏劑)的反應。
具有此特性產品僅有在完全配製作為供膠黏劑用時，始歸列在本節。在建築或家庭修理上，膠黏劑可
被用以封閉某些接頭，供作密封或修理玻璃、金屬或瓷製品，作車輛工程之填充料或封緘料，或做為黏著
性密封膠，將各種各樣的平面黏接在一起。
（10）以氧化鋅及甘油為基之灰泥。供生產抗酸性表面塗料，以黏合鐵件與瓷器製品及接連管筒等物。
（11）以橡膠為基之灰泥。可能以含硫塑膠組成，加有填充料（石墨、矽酸鹽、碳酸鹽等），某些情況下並加有
有機溶劑。此類灰泥，加入硬化劑後，產生柔韌具保護作用之表層塗料（可抗化學試劑及溶劑），亦作填
塞隙縫之用。此類灰泥也可能由含有添加著色物質、可塑劑、填充物、黏合劑或抗氧化劑之橡膠水分散液
所組成，供密封金屬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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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使用用在皮膚上之灰泥，可由羧甲基纖維鈉、膠素、白明膠和聚異丁烯溶在像異丙醇之有機溶劑中所組成。
例如，被使用在病人手術後所留開口及瘺管周圍皮膚當作封閉隔離層，形成一種在皮膚和廢物收集袋間之
一種防漏接觸，其既無治療亦無預防疾病之特性。
（13）封緘用蠟，基本上係由樹脂性材料（例如蟲膠、松脂）與（通常高）比例如之礦物性填充料及著色料混合
所組成。常用以填塞洞孔，供玻璃器防止漏封緘及文件封緘之用。

(Ⅱ)漆匠用之填充物；建築物正面，室內壁垣及天花板或其他類似品使用之
非耐火表面處理調製品
此類產品與上述灰泥等不同之處，在於其係用於較廣之面積。且其含有高比例之填充料及顏料（如含有顏
料），因而與油漆、凡立水及類似產品有所不同，其所含之填充物及顏料通常較粘劑、溶劑或分散性液體所含者
高出甚多。
（A）漆匠用之填充物。
漆匠用之填充物，係用以修飾表面（例如戶內牆壁），使不規則者變為平坦以便於油漆；必要時，亦
可用以填塞裂縫、洞孔或多孔之表面，但須俟其硬化並以砂磨光後方可油漆。
本類亦包括以油、橡膠、膠等為基之填充物。以人造塑料為基之填充物，其成份與若干同類灰泥之成
份類似者，亦可應用於車輛等之油漆工程。
（B）非耐火表面處理調製品。
此類產品用於建築物正面及室內壁垣、地板、天花板、游泳池之池壁及池底等，使其不漏水並美化其
外觀。通常為最外層之表面塗飾，因而明顯可見。
此類物品包括下列各項：
（1）粉本性配製品，含有等量之石膏及砂與可塑劑。
（2）配製品成粉末狀者，係以石英及水泥為基，加少量可塑劑，例如加水後，供凝固牆壁或地板之磚瓦之用。
（3）漿狀配製品，係以粘合劑（人造塑料或樹脂），加入顏料，如須要並加入水或溶劑，與塗料用礦物性填充
物（磨碎之大理石、石英或矽酸鹽與石英之混合物）製成。
（4）液態配製品，例如含有合成橡膠或壓克力聚合物、石棉纖維與顏料及水混合者。通常以油漆刷子或噴霧器
塗佈於建築物正面，並形成一層遠較油漆為厚之塗飾物。
*
* *

上述若干產品，其各種成份之相互混合，或加入某種成份均須在使用時為之。此類物品如其組成成份合於下
列條件者，仍歸入本節：
（i）關於他們被置放的方法，必須不必經過重新包裝，即可明顯確認係打算一起使用；
（ii）一起呈現出來；及
（iii）無論由二者的本質上或其相對所佔之成分比例，可識別係互相作為補充物者。
若此類產品使用時須加入硬化劑而未附帶者，如其組成成份，或包裝方法，可明顯識別係供配製油灰、灰泥、
填充料或表面調製品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天然樹脂，在若干國家稱之為「膠黏劑」者（第 13.01 節）。
（b）石膏、石灰及水泥歸入第 25.20、25.22 或 25.23 節者。
（c）瀝青膠黏劑或其他含瀝青膠黏劑（第 27.15 節）。
（d）牙科用黏合劑及其他牙科用填充物（第 30.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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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釀酒用瀝青，及歸入第 38.07 節之其他產品。
（f）耐火水泥及灰泥（第 38.16 節）。
（g）供製造鑄造用的模子或鑄空心鑄造品用的心型的黏合劑調製品（第 38.24 節）。

32.15-油墨、書寫或繪畫用墨水及此類墨類，不論是否經濃縮或為固體者。
-油墨：
3215.11--黑色
3215.19--其他
3215.90-其他
（A）油墨（或色料）為各種濃度不同之漿狀物，係混合極精細分散之黑色或彩色顏料與展色劑而得。通常碳烟
用於黑色油墨，有機或無機色料於彩色油墨。展色劑係由天然樹脂或人造聚合物所組成，分散於油中或溶
解於溶劑中，且含少量添加物以達所須之特性。
（B）一般書寫或繪畫用墨水乃黑色或彩色料溶解或懸浮於水中，通常加入樹膠或其他產品（例如防腐劑）。此
類產品，包括以鐵鹽、蘇木萃取或合成有機色料為基之墨類。印第安墨水（墨汁）主要用於繪畫，通常以

（C）本節所包括之此類墨類：
（1）複印及膠版印刷用油墨（普通油墨，以甘油、糖等加濃者）。
（2）原子筆用油墨。
（3）複印機用油墨及注入打印臺或打字機帶用油墨。
（4）製標記用墨水（例如以硝酸銀為基之墨水）。
（5）金屬性油墨（精細分散之金屬合金懸浮於樹膠溶液中，例如金、銀及青銅油墨）。
（6）調製之一烤即顯的墨水或隱性墨水（例如以氯化鈷為基之墨水）。
此類產品通常為液狀或漿狀，但濃縮者或成固體者（即粉末、片、棒狀等）經簡易稀釋或分散後即可作墨水
用者，亦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顯影劑，由調色劑（碳黑與熱可塑樹脂之混合物）與載體（塗佈乙基纖維素之微細砂粒）混合組成，用於影
印機（第 37.07 節）。
（b）原子筆之替換筆芯,含有筆尖及墨水管者（第 96.08 節）。但僅是含一般自來水筆用墨水之墨水管仍歸入本節。
（c）已加墨水之打字機用色帶及打印臺（第 96.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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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粧品及盥洗用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13.01 或 13.02 節中之天然含油樹脂或植物萃取物；
（b）第 34.01 節之肥皂或其他產品； 或
（c）第 38.05 節之膠、木或硫酸鹽松節油或其他產品。
2.─第 33.02 節所稱「芳香物質」僅指第 33.01 節之物質、由該等物質分離出之芳香成分或合成芳香物。
3.─第 33.03 節至 33.07 節包括適用作該等稅號所列之物品且為零售包裝之產品，不論是否為混合物（但不包括精
油之水餾液及水溶液）。
4.─第 33.07 節所稱：「香水、化粧品及盥洗用品」包括下列產品：香水囊；燻香物品；香水紙及脂粉紙；清洗隱
形眼鏡或人造眼之溶液；經香料或化粧品浸漬、塗佈或被覆之填棉、氈呢及不織布；動物盥洗用品。

總

則

33.01 節中所稱之精油與萃取含油樹脂均係自植物中萃取獲得。萃取之方法決定所獲產品之類型。例如使用蒸
氣蒸鎦或有機溶劑方法，某些植物（例如肉桂）取可產生精油或萃取含油樹脂。
第 33.03 至 33.07 節所包括之產品，不論是否為混合物（精油之水餾液及水溶液除外），適用於這些章節之產品且
以零售包裝出售之產品（見本章章註 3）。
第 33.03 至 33.07 節之製品，不論是否含輔助性的醫藥或消毒之成分，或號稱具有輔助性的治療或預防效益（見
第三十章註 1(e)。但是，室內除臭劑列入第 33.07 節即使他們具有強過於輔助性的消毒性質。
除適合用作上述用途外，還適合做其他用途的製品（如凡立水）及非混合製品（如不加香料之滑石粉、漂白土、
丙酮、明礬）如果符合下列任一條件，仍應歸列於這些稅則號別：
（a）裝於零售包裝內並在標籤上、說明書上或其他指示上標示係用作香水、盥洗用品、化粧品或室內除臭劑者；
或
（b）包裝形式足以表明專供這些用途的（例如裝於小瓶內之指甲油，並備有刷子作為塗油之用者）。
本章不包括：
（a）凡士林（第 27.12 節），但適合做為皮膚保養之用，且為零售包裝者除外。
（b）具有香料、化粧品或盥洗用品等輔助功能之醫藥製品（第 30.03 或 30.04 節）。
（c）凝膠狀製劑，設計用於人獸醫藥用，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之偶
合劑（第 30.06 節）。
（d）用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之肥皂及紙張、填充材料、氈呢及不織布（第 34.01 節）。

33.01-精油（已否含萜者均在內）
，包括凝固及無水精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由油脂
、固定油、蠟或類似品中，以萃香法或滲浸法所得之精油濃縮液；精油脫所得之副產品
；精油之水餾液及水溶液（＋）。
-柑桔屬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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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1.12--橙製
3301.13--檸檬製
3301.19--其他
-柑桔屬除外之精油：
3301.24--薄荷（唇形花科）製
3301.25--其他薄荷製
3301.29--其他
3301.30-樹脂狀物質
3301.90-其他
（A）精油，包括凝固及無水精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
精油，乃由植物中獲得，為香水、食品及其他工業之原料。其成分相當複雜，一般由含醇、醛、酮、
酚、酯、醚及萜烯等依不同比例組合而成。本節所稱之精油不論芳香是否因脫萜而受到改變。大部分精油
均具揮發性，且附著於紙上之污痕通常消失極快。
精油可從幾種製法獲得，如下：
（1）壓榨法（例如：自檸檬果皮榨出檸檬油）。
（2）蒸氣蒸餾法。
（3）以有機溶劑（例如，石油醚、苯、丙酮或甲苯）或超臨界流體（例如，壓縮之二氧化碳氣體）自新鮮
植物中之萃取製得。
（4）由按萃香法或滲浸法所得之精油濃縮液中萃取（見下列（B）部分）。
本節包括按上述第（3）項方法製得之凝固精油。凝固精油為固體或半固體，視其所含之植物蠟
而定。移去植物蠟，可得到純淨物；此類物質亦屬於本節中。
樹脂狀物質（或稱類樹脂），主要作為香水、化粧品、肥皂或界面活性劑等工業的保香劑。該物
質主要係由非揮發性成分所組成，可將下列流出物以有機溶劑或超臨界流體萃取獲得：
（i）乾燥非多孔天然植物性樹脂材料（如天然含油樹脂或油膠樹脂）；
（ii）乾燥天然動物性樹脂材料（如海狸香、靈貓香或麝香）。
萃取含油樹脂，市場上稱為「配製之含油樹脂」或「香辛料含油樹脂」，以有機溶劑或超臨界流
體萃取自天然多孔性生鮮植物（通常為香辛料或芳香植物），此種萃取物含有揮發性芳香素（例如，
精油）及非揮發性香味素（例如，樹脂、脂肪油、辛辣成分），產生該香辛料或芳香植物特有之香味
和氣味。此等萃取含油樹脂中之精油成分視香味或芳香植物而大有不同。此等產品主要用於食品工業
中做為調味香料。
本節不包括：
（a）天然含油樹脂（第 13.01 節）。
（b）未在他處被指名或包括之植物之萃取物（例如以水萃取之含油樹脂）含有揮發性成分且一般言之（除
芳香氣味物質外）有相當高比例之其他植物物質（第 13.02 節）。
（c）植物或動物性著色料（第 32.03 節）
精油、樹脂狀物質與萃取含油樹脂，有時雖含有少量用以萃取之溶劑（例如乙醇），仍亦包括在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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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標準化而移去或添加一些主要成分的精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如果這個標準化產物之組成
仍在自然狀態下的正常範圍內，仍列入本節。然而，由分餾或用其他方法改質（不包括移去萜烯類）之精
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與最初產品之組成，有很明顯的差異者除外（通常列入第 33.02 節）。本
節亦不包括加入稀釋劑或載媒劑諸如：植物油、葡萄糖或澱粉之產品（通常列入第 33.02 節）。
主要之精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已列本章註解末段之附錄內。
（B）由油脂、固定油、蠟或類似物所得之精油濃縮液。
當精油自植物或花卉中以油脂、固定油、石油膠、石蠟等萃取後，即以冷凝法，或加熱法(萃香法、滲
浸法或消化法)製成此類濃縮物。因此此類濃縮物以濃縮之精油形態存在於油脂、固定油等之中；存於油脂
中之濃縮精油商業上稱之謂“花髮油”。但頭髮用之調製品，雖亦稱為髮油則不包括在本節(第 33.05 節)。
（C）萜副產品。
本節適用於得自精油經分餾或其他製法分離出來之萜副產品。這些副產品常用做盥洗用肥皂之香料或
食品之調味香料。
（D）精油之水餾液及水溶液。
精油水餾液得自植物經蒸氣蒸餾萃取而得之水溶液的部分。萃取精油之後，水餾液仍保有少量精油因
而略帶香味。有些蒸餾液則得自植物蒸餾時存於醇之內者，故仍含有少量醇；其他蒸餾液，含有足量之醇，
以便保存（例如金縷梅蒸餾液）。
本節亦包括精油之水溶液。
如果這些產品互相混合，而未加其他物質者，或按一般情形用作香料或醫藥製劑者，仍歸入本節。
較普遍的水餾液及水溶液有橘花、玫瑰、山薄荷、茴香、櫻桃桂、白檸檬花、金縷梅等。
除了上述之例外，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類：
（a）香草含油樹脂（有時被誤稱為「香草樹脂狀物質」或「香草萃取物」）（第 13.02 節）。
（b）自精油（如游離萜）或樹脂狀物質（天然游離物），分離而得或以合成法製成之個別化合物，符合化
學上定義者（第二十九章）。
（c）精油之混合物、樹脂狀物質混合物、萃取含油樹脂混合物、精油與樹脂狀物質或萃取含油樹脂或其任
何組合之混合物及以精油、樹脂狀物質或萃取含油樹脂為基料之混合物（見第 33.02 節註解）。
（d）以蒸餾或其他方法處理針葉樹木所產生之膠、木餾或硫酸鹽之松節油及其他萜烯油類（第 38.05 節）。
。
。。

目註解
第 3301.12 目
第 3301.12 目之“柑桔油”不適用於中國種之柑類（包括寬皮柑和溫州蜜柑在內）地中海早橘，螺橘及其他
同類雜交果實。

33.02-工業原料用之芳香物質混合物及以一種或以上此類芳香物質為基料之混合物（包括醇類
溶劑在內）；製造飲料用之以芳香物質為基料之其他調製品。
3302.10-供食品或飲料工業用
3302.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供香水、食品或飲料工業（例如，糖食、食品或飲料之香料）或其他工業（例如，肥皂製造）
用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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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油混合物。
（2）樹脂狀物質之混合物。
（3）萃取含油樹脂之混合物。
（4）合成芳香物混合物。
（5）兩種或以上之芳香物質（精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及合成芳香物）之混合物。
（6）一種或以上芳香物質（精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或合成芳香物）與所加稀釋劑或載媒劑，例如植
物油、葡萄糖或澱粉之混合物。
（7）其他章中所列產品（如香辛料）與一種或以上芳香物質（精油、樹脂狀物質、萃取含油樹脂或合成芳香物）
之混合物，無論是否摻有稀釋劑、載媒劑或含醇物質，若此等物質為混合物之基料者。
由精油或樹脂狀物質或萃取含油樹脂中移去一種或一種以上成分而獲得之產品，如果它的成分與原產品有顯
著差異，則此混合物亦包括在本節。例如薄荷酮油（由薄荷油冷凍，再與硼酸處理，移走大部分薄荷腦含有 63%
薄荷酮及 16%薄荷腦）
，白樟腦油（將樟腦油冷凍及蒸餾移去樟腦及黃樟素及含有 30 至 40%桉葉精及消旋檸檬乃、
松油精、樟腦精等）及牻牛兒苗醇(由香茅油分餾獲得及含 50-77%牻牛兒苗醇並與含不同比例之雄刈萱醇在一起）
。
本節特別地包括以香料為基含有精油及保香劑之混合物，但該混合物必須在加入醇物質後方能使用。本節亦
包括一種或多種芳香物質之醇類溶液（例如乙醇、異丙醇），如果此類溶液在香水、食品、飲料或其他工業中當
做原料使用者。
本節也包括供製造飲料用以芳香物質為基料之其他調製品，此類調製品可能含或不含酒精,可用來製造含或不
含酒精成分之飲料。它們必須以主要係提供香味，並使飲料具有風味之一種或一種以上之芳香物質（本章章註二
所述者）為基料；此類調製品通常含有相對少量使飲料具有其獨特性的芳香物質；它們也可能含有果汁、著色料、
酸化劑、甜化劑等，但以其仍保留芳香物質的特性者為限。進口時，此類調製品不作為飲料供消費用。因此可與
第二十二章的飲料區分。
本節不包括以本章章註 2 所述以外芳香物質為基料，製造飲料之酒精或無酒精化合調製品（第 21.06 節，除
特別指明列入本分類中其他章節者外）。

33.03-香水及盥洗用香水。
本節包括供身體芳香用之液狀、乳狀、固狀（含棒狀）香水及盥洗用香水。
Perfumes and scents 一般由精油、花之凝固精油、無水精油或合成芳香物質之混合物所組成，溶於高濃度醇類。
通常加入少許香料佐料及保香劑或安定劑。
盥洗用香水(toilet waters)例如薰衣草水(Lavender water )、古龍水(eau de Cologne)（不可與第 33.01 節之精油之水
餾液及水溶液混淆），包含較低比例精油等等，通常其醇類濃度較香水低。
本節不包括：
（a）第 33.04 節所稱盥洗用醋(toilet vinegars)。
（b）第 33.07 節所稱刮鬍後用化粧水及身體除臭劑。

33.04-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藥品除外)，包括防曬及皮膚曬黑用品；指甲用化粧品。
3304.10-唇部化粧用品
3304.20-眼部化粧用品
3304.30-指甲用化粧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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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91--化粧粉，不論是否壓緊
3304.99--其他
（A）美容或化粧用品及保養皮膚用品，包括防曬或防止曬黑用品
本部分包括：
（1）唇膏及其他唇部化粧用品。
（2）眼影、染眉劑、眉筆、及其他眼部化粧用品。
（3）其他美容或化粧用品及皮膚保養品（藥品除外），如化粧粉（不論是否壓緊）、嬰兒爽身粉（包括零售包
裝滑石粉，未經混合，不含香料。）、其他粉類、油彩；美容霜、冷霜、粉底霜、清潔面霜、皮膚營養劑
（包括含有蜂王乳 bees' royaljelly）及皮膚滋補劑或潤膚露；凡士林，做為皮膚保養之用，且為零售包裝者；
保護皮膚防止皮膚受刺激的隔離護膚霜；為了除皺及唇部豐潤而注射於皮膚的膠（包括含玻尿酸的產品）；
抗痤瘡製品（第 34.01 節肥皂除外），此製品最初設計用於清潔皮膚，並不含初期治療或對抗痤瘡預防疾病
的高含量有效成分；盥洗用醋，係醋或醋酸及香水醇之混合物。
防曬或皮膚曬黑用品亦包括在本節中。

（B）指甲用化粧品
本部分包括指甲油、指甲油去除劑、及指甲修飾用製品。
本節不包括：
（a）用於處理皮膚疾病之醫藥用品，如第 30.03 或 30.04 節所稱之濕疹治療霜。
（b）第 33.07 節所指定之足部防臭劑及動物用指爪處理製品。
（c）人工指甲（塑膠製，第 3926 節；其他材質製，根據組成材質分類）。

33.05-頭髮用製品。
3305.10-洗髮精
3305.20-燙髮劑
3305.30-髮膠
3305.90-其他
本節包括：
（1）洗髮精，含有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見第三十四章章註 1（c））者，以及其他之洗髮精。所有此類
洗髮精可能含有輔助之藥物或消毒劑成份，即使它們具有治療或預防疾病之性質[見第三十章章註 1（e）]。
（2）燙髮劑。
（3）髮膠（有時稱“噴髮劑”）。
（4）其他髮用製品如美髮油；髮油、髮霜；染髮劑和漂白劑；潤髮劑。
本節不包括用於頭髮以外人體其他部分毛髮的製劑（第 33.07 節）。

33.06-口腔或牙科衛生用品，包括假牙固定膏及粉；用以清潔牙縫之紗線（牙線）
，具個別零售
包裝者。
3306.10-潔牙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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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6.20-用以清潔牙縫之紗線（牙線）
3306.90-其他
本節包括口腔或牙齒衛生用品，如：
（I）各型潔牙劑。
（1）牙膏及其他牙齒用品，這些物質或配製品配合牙刷使用，不論是否供牙齒表面的清潔或擦亮或是其他
目的使用，如防止或治療蛀牙。
牙膏及其他牙齒配製品依然被分類在本節，不論是否含有磨擦料或是其供牙醫使用。
（2）假牙清潔劑，如為清潔或擦亮假牙用品，不論其是否含磨擦性。
（Ⅱ）漱口劑和口腔芳香劑。
（Ⅲ）假牙固定膏、粉和錠。
本節亦包括用以清潔牙縫之紗線，具個別零售包裝者（牙線）。

33.07-刮鬍及刮鬍前後用劑、身體除臭劑、沐浴用劑、脫毛劑及其他未列名之香料製劑、化粧
品或盥洗用製劑；室內除臭劑，不論是否芳香或有消毒性質者。
3307.10-刮鬍或刮鬍前後用劑
3307.20-身體除臭劑及止汗劑
3307.30-沐浴香鹽及其他沐浴用劑
-室內薰香或除臭劑，包括用於宗教儀式之芳香製品：
3307.41--「亞伽倍地」(Agarbatti)及其他燻香物品
3307.49--其他
3307.90-其他
本節包括：
（I）刮鬍前、刮鬍時或刮鬍後用劑，如刮鬍用乳劑及泡沫包括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見第三十四章章註 1
（c））；“刮鬍後”用香水、明礬塊及止血收歛劑。
34.01 節所稱塊狀刮鬍肥皂除外。
（Ⅱ）身體除臭劑及止汗劑。
（Ⅲ）沐浴用劑，諸如沐浴香鹽及沐浴泡沫劑，不論是否含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見第三十四章章註 1（c））
。
供清洗皮膚用之調製品，其中之有效成分全部或部分為合成界面活性劑（該產品可含任何比例之肥
皂），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歸入第 34.01 節。非零售包裝的這類調製品，歸入第 34.02 節。
（Ⅳ）室內薰香或除臭劑，包括用於宗教儀式之芳香製品。
（1）室內薰香或除臭劑用於宗教儀式之芳香製品。通常以蒸發或燃燒方式使用，如「亞伽倍地(Agarbatti)」
及可能為液狀、粉狀、圓錐狀、浸漬紙片等。某些此類製品可用來遮蔽某一氣味。薰香蠟燭除外(第
34.06 節)。
（2）室內除臭劑、不論是具否芳香或消毒性質者。
室內除臭劑主要包括以化學方法克制氣味之物質（如甲基丙烯酸樟酯）或如以凡德瓦鍵之物理方
法吸收味道之物質。當零售時，該產品裝於氣溶膠噴霧罐(Aerosol cans)內。
這類如活性碳，以零售包裝供冰箱、車等除臭劑者也列入本節。
（Ⅴ）其他製品，諸如：
（1）脫毛劑。
（2）含有芳香類植物之香囊，用於廚櫃芳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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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香水紙及浸漬或塗佈化粧品之紙。
（4）清洗隱形眼鏡、人造眼藥液。用於清潔、消毒、浸泡或改善配戴時舒適用溶液。
（5）絮胎、氈呢及不織布浸漬、塗佈或被覆以香水或化粧品。
（6）動物盥洗製品，如犬用洗毛劑、鳥用羽毛增美洗劑。
（7）供衛生用之零售包裝氯化鈉溶液，醫療或藥用除外，不論是否滅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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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第 33.01 節主要精油、樹脂狀物質及萃取含油樹脂
精油：
Angelica
Anise seed
Badian
Basil
Bay
Benzoin
Bergmaot
Birch
Bitter almond
Bitter oragne
Bois de rose
Broom
Cajuput
Calamus
Camphor
Cananga
Canella
Caraway
Cassia
Cassie
Cedar
Cedrat
Celery
Chamomiole
Chemopodium
(Wormseed)
Cinnamon
Citronella
Clove
Copaiba
Coriander
Cumin
Cypress
Dill
Eucalyptus

白芷油
大茴香子
九層塔（羅勒）
野丁香
安息香脂
香檸檬
樺木
苦杏仁
苦橙
玫瑰木
金雀花
玉樹神油（白千層油）
白菖根油
樟腦
坎南迦（香水樹）
野肉桂
葛縷子
中國桂皮
金合歡
洋杉
芹葉
芹葉
洋甘菊
土荊芥
肉桂
香葇油
丁香
古巴香
胡荽子
安息茴香
柏木
蒔羅子
有加利（桉樹）

Fennel
Galangal
Gardenia
Garlic
Geranium
Ginger
Grapefruit
Guaiacwood
Ho (Shiu)
Hop
Hyacinth
Hyssop
Jasmine
Jonquil
Juniper
Kuromo
Laurel
Lavandin
Lavender
Lemon
Lemongrass
Lime (Limette)
Linaloe
Mace
Mandarin
(Tangerine)
Marjoram
Mawah
(Kenya geranium)
Melissa
Mimosa
Mint
Mustard
Myrrh
My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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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茴香
良薑
黃梔花
大蒜
香葉草
薑
葡萄柚
癒瘡木
芳樟油
啤酒花、蛇麻花
風信子
牛膝草
茉莉
黃水仙
杜松子
釣樟
月桂葉
拉文丁
薰衣草
檸檬
檸檬草
白檸檬
伽羅木
荳蔻衣
蜜柑
牛膝草
香葉草
蜂花
含羞草
薄荷
芥茉
沒藥
桃金孃

Ch.33
Narcissus
Neroli
(Orange flower)
Niaouli
Nutmeg
Oak Moss
Onion
Origanum
Orris
Palmarosa
Parsley
Patchouli
Pennyroyal
Pepper，black
Peppermint
Petitgrain
Pimento(All spice)
Pine needle
(but not pinewood
heading 38.05)
Rose

樹脂狀物質：
Asafoetida
Benzoin
Castoreum
Civet
Copaiba
Elemi
Galbanum
Labdanum
Mastic

水仙
橙花

迷迭香
芸香
山艾
香檀
黃樟
薩毗檜
縮葉薄荷
穗薰衣草
甜橙
艾菊

玫瑰

Rosemary
Rue
Sage
Sandalwood
Sassafras
Savin
Spearmint
Spike lavender
Sweet orange
Tansy
Tarragon
Thuja
Thyme
Tolu
Valerian
Verbena
Vetiver
Violet
Wintergreen
Wormwood
Ylang-ylang

阿魏膠
安香脂
海裡香
麝貓香
古巴香
攬香
古蓬香脂
勞丹樹脂
乳香樹脂

Mecca balsam
(Balm of Gilhead)
Musk
Myrrh
Olibanum
Opopanax
Peru balsam
Styrax
Tolu

麥加香膠

尼奧里
肉荳蔻
櫟蘇
洋蔥
比薩草
鳶尾根
印度香葉草
荷蘭芹
廣霍香
胡薄荷
黑胡椒
薄荷
橙葉
甘椒
松針（非第 38.05 節之松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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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柏
麝香草
杜魯香
纈草
馬鞭草
岩蘭草
紫羅蘭
冬綠
苦艾
香水樹（伊蘭伊蘭）

麝香
沒孳香脂
乳香
芳香樹脂
秘魯香膠
蘇合香
杜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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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含油樹脂：
Anise seed
Nadian
Basil
Bay
Canella
Capsicum
Caraway
Cardamon
Carrot
Cassia
Celery
Cinnamon
Clove
Copaiba
Coriander
Cubeb
Cumin
Deertongue
Dill
Fennel
Foenugreek
Galangal
Ginger

大茴香子
九層塔（羅勒）
野丁香
野肉桂（白桂皮）
蕃椒
葛縷子
小荳蔻
胡蘿蔔
中國桂皮
芹
肉桂
丁香
古巴香
胡荽子
畢澄茄
安息茴香
鹿舌
蒔羅子
小茴香
葫蘆巴
良薑
薑

Hop
Horseradish
Juniper
Laurel
Lovage
Mace
Marjoram
Mustard
Nutmeg
Oregano
Origanum
Paprika
Paradise seed
Pepper，black
Pimento (Allspice)
Rosemary
Sage
Savory
Tarragon
Thyme
Turm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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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麻草、啤酒花
山葵
杜松子
月桂葉
獨舌草
荳蔻衣
牛膝草
芥茉
肉荳蔻
混合比薩香料
比薩草
乾紅椒
天堂子
黑胡椒
甘椒
迷香
山艾
香薄荷
鹿香草
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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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配製蠟，
擦光或除垢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用軟膏，「牙科用蠟」
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作脫模劑之可食用動、植物油脂之混合或調製品（第 15.17 節）；
（b）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或
（c）含有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之洗髮劑、潔牙劑、刮鬍膏及刮鬍泡沬劑、或沐浴劑（第 33.05、33.06
或 33.07 節）。
2.─第 34.01 節所稱「肥皂」僅適用能溶於水之肥皂。歸列第 34.01 節之肥皂及其他產品，可含有添加物（例如消
毒劑、研磨料、填充物或藥物）。產品如含研磨料者，必須呈條、塊狀或壓成形狀者，方能歸列第 34.01 節。
如屬其他形狀者，視為去污粉或其他類似調製品，歸屬第 34.05 節。
3.─第 34.02 節所稱「有機界面活性劑」指當製劑在攝氏二十度與水混合成濃度千分之五，並於同溫時置一小時，
呈下述現象者：
（a）形成透明、半透明液體或穩定乳濁液，無不溶物分離現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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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之表面張力減低至 4.5×10 牛頓／公尺（45 達因／公分）或更低者。
4.─第 34.03 節所稱「石油及自地瀝青礦物所得之油」，係指第二十七章章註 2 所指之產品。
5.─除下列規定外，第 34.04 節所稱「人造蠟及調製蠟」僅適用於：
（a）以化學方法產製之有機物具有蠟之特性者，不論是否可溶於水；
（b）不同蠟混合製品；
（c）以一種或一種以上蠟為基料，含有脂肪、樹脂、礦物質或其他物質，具有蠟之特性者。
本節不適用下列各項：
（a）第 15.16、34.02 或 38.23 節之製品，即使具有製蠟之特性；
（b）第 15.21 節，未經混合動物性蠟或植物性蠟，不論是否精製或著色。
（c）第 27.12 節之礦物蠟或類似產品，不論是否混合或僅著色；或
（d）經混合分散或溶解於液態媒質之蠟（第 34.05、38.09 節等）。

總

則

本章所包括之產品主要係由脂肪、油或蠟經工業處理而成者（例如肥皂，某些潤滑製劑，配製蠟，某些擦光
或除垢製劑，蠟燭）。亦包括某些人造產品，例如界面活性劑，界面活性製劑及人造蠟。
本章不包括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亦不包括未經混合或配製之天然產品。

34.01-肥皂；作肥皂用途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不論
是否含有肥皂；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
售包裝者，不論是否含肥皂；以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紙、填棉、氈呢及不
織布。
-肥皂及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調製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及紙、填料、
氈呢及不織布，經以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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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1.11--供盥洗用（包括含藥物製品）
3401.19--其他
3401.20-其他形狀之肥皂
3401.30-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
者，不論是否含肥皂
(Ⅰ)肥皂
肥皂係一種鹼性鹽（無機或有機），得自至少含八個碳原子之脂肪酸(fatty acids)或脂肪酸之混合物。實際上，
部分脂肪酸可由松脂酸(rosin acids)取代。
本節僅包括能溶於水之肥皂，即所謂真正之肥皂。此種肥皂屬陰離子界面活性劑類，呈鹼性反應，在水溶液
中產生大量泡沫。
肥皂分為三大類：
硬皂類(Hard soaps)，通常係由氫氧化鈉或碳酸鈉製成，一般肥皂都是硬皂類。為白色、單色或雜色。
軟皂類(soft soaps)，係由氫氧化鉀或碳酸鉀製成。呈黏性，一般為綠色、棕色或淡黃色。可含有少量（一般不
超過 5％）合成有機界面活性產品。
液體肥皂(liguid soaps)，即溶於水中之肥皂溶液，有時加入少量（一般不超過 5％）之乙醇(alcohol)或甘油
(glycerol)，但不含合成有機界面活性產品。
本節主要包括下列物品：
（1） 盥洗肥皂通常著色並加香料，包括：浮水皂(floating soaps)及除臭皂(deodorant soap)，以及甘油皂(glycerin
soaps)、剃鬍皂、藥皂及某些消毒皂或研磨皂(abrasive soaps)，如下述：
（a）浮水皂及除臭皂。
（b）甘油皂，為半透明，係將白色肥皂以乙醇、甘油或糖處理而成。
（c）剃鬚皂（剃鬚膏歸入第 33.07 節）。
（d）藥皂，含有硼酸、水楊酸、硫、磺醯胺(sulphonamides)或其他藥物者。
（e）消毒皂，含有少量酚(phenol)、甲酚(cresol)、萘酚(naphthol) 、甲醛(formaldehyde)或其他殺菌、抑菌物質
等。此類肥皂不得與第 38.08 節含有相同組成物之消毒劑相混淆，兩者之區別在於各組成物所佔之比
例之不同（即一方為肥皂，另一方為酚、甲酚等）。第 38 .08 節之消毒製劑含有相當大量之酚、甲酚
等且為液體，而歸列本節之消毒皂通常為固體。
（f）研磨皂，包括肥皂加入砂、矽石、浮石粉、板石粉、鋸屑或任何類似產品者。歸列本節之研磨皂僅限
呈條、餅狀或塑件或塑形者。研磨去污膏及粉，不論是否含有肥皂，歸入第 34.05 節。
（2）家用肥皂(household soaps)，得為著色或加香料、研磨料或消毒劑。
（3）松香(rosin)、松脂油(tall oil)或環烷酸鹽肥皂(naphthenatesoaps)，除含有鹼性脂肪酸鹽外，並含有第 38.06 節之
鹼性樹脂酸鹽或第 34.02 節之鹼性環烷酸鹽。
（4）工業用肥皂(industrial soaps)，配製供特別用途者，諸如供抽曳金屬絲，供聚合合成橡膠，或供洗衣店用。
除受上述第 1.（f）項之限制者外，歸入本節之肥皂，一般為下列形狀：條、餅、塑件或塑形、薄片、粉末、
膏或水溶液。

(Ⅱ)作肥皂用途之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及調製品，
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不論是否含有肥皂
本類包括盥洗或洗滌用產品及調製品，它們的有效成分全部或部分由合成界面活性劑組成（該界面活性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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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任何比例的肥皂），且製成條、塊或壓成其他形狀者，換言之，即與普通肥皂之形狀相同且作同一用途者。
本類亦包括產品及配製品經加入砂、矽石、浮石粉等後已具有研磨性，並已製成與上述相同形狀者。

（Ⅲ）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
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不論是否含肥皂
本類包括供清洗皮膚用之調製品，它們的有效成分全部或部分由合成界面活性劑組成（該界面活性劑可含任
何比例的肥皂），並製成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非零售包裝的這類調製品，歸入第 34.02 節。

(Ⅳ)紙、填棉、氈呢及不織布經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者
本類包括紙、填塞料、氈呢及不織布經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者，不論其是否添加香料或零售包裝。
此類產品一般用於洗手或洗臉。
除上述不得歸入本節之物品外，下列物品亦應予剔除：
（a）肥皂原料（第 15.22 節）。
（b）產品及配製品不溶於水，僅以化學意義而論為「肥皂」者，如鈣或其他金屬「肥皂」（按情形分別歸入第
二十九、三十、三十八章等）。
（c）僅加香料之紙、填料、氈呢及不織布（第三十三章）。
（d）洗髮劑及潔牙劑（分別歸入第 33.05 及 33.06 節）。
（e）有機界面活性劑（肥皂除外），界面活性製劑及洗滌製劑（不論是否含有肥皂）及溶於有機溶劑中之肥皂溶
液或肥皂分散劑，均歸入第 34.02 節。
（f）發泡塑膠、發泡橡膠、紡織材料（填料、氈呢及不織布除外）及金屬填料經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
者（一般依載體材料歸入適當之章節）。

34.02-有機界面活性劑（肥皂除外）
；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包括輔助洗滌製劑）及清潔製
劑，不論其是否含肥皂，第 34.01 節製品除外。
-有機界面活性劑，不論是否零售包裝：
3402.11--陰離子性(anionic)
3402.12--陽離子性(cationic)
3402.13--非離子性(non-ionic)
3402.19--其他
3402.20-零售包裝製劑
3402.90-其他
(Ⅰ)有機界面活性劑（肥皂除外）
本節之有機界面活性劑係非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學化合物者，有機界面活性劑含有一種或多種親水性及疏水
性官能基，親水性及疏水性官能基所佔之比例，以該劑於攝氏二十度時與水混合成為濃度千分之五之水溶液，且
於相同溫度放置一小時，形成透明或半透明液體或穩定乳化液而無不溶物分離者為準（見本章章註 3（a））。為
本節之適用，一種乳化液在 20℃靜置一小時之後，如果（1）固體顆粒裸視可見，（2）它已分離成可見且可區分
的相或（3）它已分開成裸視可見的透明及半透明部分，應不視為具有穩定的特性。
有機界面活性劑能於界面間吸收；在此狀態，它顯示許多種物理化學的特性，特別是界面活性（例如表面張
力之減低、發生泡沬、乳化、潤濕），所以稱為「界面活性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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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產品於攝氏二十度，其濃度為千分之五時，蒸餾水之表面張力不能減低至 4.5×10 牛頓／公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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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因／公分）或更低時，不視為界面活性劑且不歸列本節。
有機界面活性劑可能有下列數種：
（1）陰離子性，此劑在水溶液中離子化，產生負價有機離子，具有表面活性。例如：脂肪、植物油（三酸甘油
酯"triglycerides"）或樹脂酸之硫酸鹽及磺酸鹽；自脂肪醇衍生之磷酸鹽及磺酸鹽；石油磺酸鹽(petroleum
sulphonates)，例如鹼屬金屬（包括含有一定比例之礦物油）、銨或乙醇胺者(ethanolamines)；烷基聚醚硫酸鹽
alkylpolyethersulphates)；烷基磺酸鹽或烷基苯基醚磺酸鹽(alkylsulphonatesor alkylphenylethersulphonates)；烷基
硫酸鹽(alkylsulphates)，烷基芳香基磺酸鹽(alkylarylsulphonates) （例如工業用十二烷苯基磺酸鹽）。
此類界面活性劑可含有由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不純物，即少量之脂肪醇(fatty alcohols)、烷基化物(alkylates)
或其他疏水性原料(hydrophobic raw materials)，該疏水性原料未經硫酸化或磺化之作用。亦可含有硫酸鈉或其
他殘餘之無機鹽，其所佔之比率一般不超過 15％，以無水鹽類表示。
（2） 陽離子性，此劑在水溶液中離子化，產生正價有機離子，具有表面活性。例如：脂肪胺鹽類(salts of fatty amines)
及第四銨鹼之鹽類(quatertnaryammonium bases)。
（3）非離子性，此劑在水溶液中不產生離子。其水溶解度係由於對水具有強力親和性官能基之分子存在。例如：
脂肪醇、脂肪酸或 烷基酚 (alkylphenols) 與環氧乙烷(ethyleneoxide) 之縮合產品； 脂肪酸醯胺之乙氧 基物
(ethoxylates)。
（4）兩性化合物性(ampholytic)，此劑視介質之情形，在水溶液中能離子化，且賦予該化合物以陰離子或陽離子界
面活性劑之特性。
廣義言之，此種離子之狀態與兩性化合物的離子類似。例如烷基甜菜鹼蛋白質(alkybetaineproteins)或磺基甜菜
鹼蛋白質(sulphobetaine proteins)，其分解後之產品及胺基羧酸(amino-carboxylic)、胺基磺酸(amino-sulphonic)、胺基硫
酸(amino-sulphuric)及胺基磷酸(amino-phosphoric acids)之取代化合物。

(Ⅱ)第 34.01 節貨品除外之界面活性製劑，洗滌製劑
（包括輔助洗滌製劑）及清潔劑，不論是否含肥皂
本類包括三種製劑
（A）界面活性製劑。
本項包括下列各項：
（1）上述第(Ⅰ)類中之各界面活性劑之混合物（例如磺基蓖麻油鹽(sulphoricinoleates)

(sulphonated

alkylnaphthalenes) 或硫酸化脂肪醇(sulphatedfatty alcohols)互相混合）。
（2）上述第(Ⅰ)類中之界面活性劑，溶於有機溶劑中所形成之溶液或分散劑（例如硫酸化脂肪醇溶於環己
醇(cyclohexanol)

(tetrahydronaphthalene)中之溶液）。

（3）其他混合物，以上述第(Ⅰ)類中之界面活性劑為基料者（例如含有一定比例肥皂的界面活性製劑，諸
如含硬脂酸鈉(sodium stearate)的烷基苯磺酸鹽(alkylbenzenesulphonate)）。
（4）在有機溶劑如環己醇中之肥皂溶液或分散劑。〔肥皂之水溶液，其加有少量（一般不超過百分之五）
之乙醇或甘油者，則為液體肥皂，應歸屬第 34.01 節〕。
界面活性製劑具有清潔、濕潤、乳化或分散特性，在工業上應用甚廣，舉例如下：
（i）紡織工業用的清潔劑，以清除在製造過程中及最後修飾時留於紡織品上之油脂及污痕。
（ii）紡織工業用的濕潤劑、乳化劑、蒸洗輔助物及增亮劑。
（iii）皮革或毛皮工業用的浸漬劑（用於生皮）、脫脂劑、濕潤劑（染色用）、平準劑或調色劑。
（iv）製造下述（B）組中洗滌製劑之基本材料（例如陰離子界面活性製劑可含有如殘餘或故意添加產
生者，如：大量之硫酸鈉或其他無機鹽，係由製造界面活性劑中所產生）。
（v）造紙或合成橡膠工業用之分散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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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採礦工業用之浮選輔助物。
（vii）乳化劑用於配製藥物或化粧品者。
本類不包括供清洗皮膚用之有機界面活性劑產品及調製品，它們的有效成分全部或部分由合成界面活
性劑組成（該界面活性劑可含任何比例的肥皂），呈液狀或乳霜狀，且為零售包裝者（34.01 節）。
（B）洗滌製劑（包括輔助洗滌製劑）及清潔製劑，以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為基料者。
本組物品包括洗滌製劑、輔助洗滌製劑及某些清潔製劑。此等種種不同之製劑一般均含有主要成分及
一種或多種之附屬成分。附屬成分之存在，可特別作為區分本組製劑與上述（A）組製劑之用。
主要成分為合成有機界面活性劑或肥皂或為其混合物。
附屬成分如下：
（1）增效助劑〔例如，聚磷酸鈉(sodium polyphosphates)、碳酸鹽、矽酸鹽或硼酸鹽，氨三乙酸(NTA)之鹽類〕。
（2）強化料〔例如，烷基醇醯胺(alkanolamides)，脂肪酸醯胺(fatty acidamides)，脂肪胺氧化物(fatty amine
oxides)〕。
（3）填充料（例如，硫酸鈉或氯化鈉）。
（4）輔助料（例如，化學或發光漂白劑，抗再沈澱劑，腐蝕抑制劑，抗靜電劑，色料，香料，殺菌劑，酵
素）。
此類製劑之作用，係使表面上污物帶到溶液中或形成分散物狀。
洗滌製劑以界面活性劑為基料者亦稱為清潔劑。此一類型之製劑係供洗滌衣服及盤子或廚房用具
之用。
此類製劑可能為液體、粉末或膏狀，並提供家庭或工業之用。盥洗及洗滌產品呈條、塊或壓成其他形
狀者，歸入第 34.01 節。
輔助洗滌製劑係供浸漬（洗滌之前）、洗濯或漂白衣服、家用亞麻布等之用。
清潔製劑係供清潔地板、窗或其他表面。此類製劑亦可能含有少量芳香物質。
（C）清潔或脫脂製劑，不以肥皂或其他有機界面活性劑為基料者。
此類製劑包括：
（i）特別配製之酸性或鹼性清潔劑供清潔衛生製品、煎鍋等，例如此清潔劑含硫酸氫鈉或次氯酸鈉(sodium
hypochlorite)及正磷酸三鈉(trisodium orthophosphate)之混合物。
（ii）酪農場或釀酒場使用之脫脂或清潔製劑，及以下列物品為基料者：
─鹼性物質如碳酸鈉或苛性鈉，或
─溶劑及乳化劑。
此類產品可含有少量之肥皂或其他界面活性劑。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洗髮劑或沐浴泡沫劑，不論是否含肥皂或其他界面活性劑（第三十三章）。
（b）紙、絮胎、氈呢及不織布經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被覆者（第 34. 01 節）。
（c）含有界面活性劑的製劑，但本身並不需要界面活性功能或界面活性功能僅作附屬作用的（按情形分別
歸入第 34.03、34.05、38.08、38.09、38.24 節等）。
（d）研磨製劑含有界面活性劑者（去污膏及粉）（第 34.05 節）。
（e）不溶於水之環烷酸鹽(naphthenates)，石油磺酸鹽及其他不溶於水之界面活性產品及製劑。此項製品如
無更明確之專號可歸屬者，歸入第 38.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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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潤滑劑（包括以潤滑製劑為基料之切削油、螺栓或螺帽離型劑、防銹或防腐蝕及脫模劑
）
，及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之油脂處理用調製品，但以石油或自地瀝青所得
之油為基本成分且其重量在 70％或以上之調製品除外。
-含石油或得自地瀝青之油類者：
3403.11--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處理用調製品
3403.19--其他
-其他：
3403.91--供紡織品、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處理用調製品
3403.99--其他
如配製品所含石油或自地瀝青所得之油，視為基本成分，其重量未逾百分之七十或以上者（見第 27.10 節），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之配製混合物：
（A）潤滑劑，用以減少機器、車輛、飛機或其他用具、器械或儀器之活動部分間之摩擦。此種潤滑劑通常含有
動物、植物或礦物油、脂肪或油脂之混合物，或以之為基料者，並常含有添加物（例如石墨、二硫化鉬
(molybdenum disulphide)、滑石、碳烟(carbon blacks)、鈣或其他金屬肥皂(metallic soaps)、瀝青、或防銹劑、氧
化抑制劑等）。無論如何，本節亦包括合成潤滑製劑之以下列產品為基料者，例如癸二酸二辛酯、癸二酸
二壬酯(dioctyl or dinonyl sebacates)、磷酸酯(phosphoric esters)、多氯聯苯(polychlorobiphenyls)、聚（氧化乙烯）
（ 聚 乙 二 醇 ） poly(oxyethylene) (polyethylene glycol) 或 聚 （ 氧 化 丙 烯 ） （ 聚 丙 二 醇 ） poly(oxypropylene)
(polypropylene glycol)。此類合成潤滑劑，含有以聚矽氧烷或噴射潤滑油（或合成酯潤滑油）為基料之「潤滑
油」，並係製作供特殊精密用途者（例如抗火潤滑劑、精密儀器之軸承或噴射引擎用潤滑劑）。
（B）潤滑製劑於抽曳金屬線時用作潤滑以確保金屬條能輕易地拉過鋼印模。此類製劑包括動物脂與硫酸之水乳
狀液；鈉皂(sodium soaps)、硬酯酸鋁(aluminium stearate)、礦物油及水之混合物；油、脂及磺化油酸鹽
(sulpho-oleates)之混合物；鈣皂(calcium soaps)及石灰之粉末狀混合物。
（C）切削油製劑。一般係以動物、植物或礦物油為基料，常加入界面活性劑。
用於製造切削油之製劑（例如此類製劑以石油磺酸鹽或其他界面活性產品為基料者），通常不能直接
用作切削油者，應予除外（第 34.02 節）。
（D）螺栓或螺帽離型劑。此製劑係為放鬆螺栓、螺帽或其他部分。一般其主要成分為潤滑油且，亦可含有固體
潤滑劑、溶劑、界面活性劑、除銹劑等。
（E）主要含有潤滑劑的防銹或防腐蝕製劑。
（F）脫模劑以潤滑劑為基料者，用於各種不同之工業（例如塑膠、橡膠、建築、鑄造），諸如：
（1）礦物、植物或動物油或其他脂肪物質（包括經磺化、氧化或氫化者）相混合或與蠟、卵磷脂(lecithin)
或抗氧化劑乳化而成之製品。
（2）含聚矽氧烷潤滑脂或油之混合物。
（3）粉末狀石墨、滑石粉、雲母粉、皂土或鋁粉與油、脂肪物質、蠟等混合物。
無論如何，本節不包括動物或植物脂或油之可食用混合物或製品可供作脫模劑者（例如脫模油供麵包
店用）（第 15.07 節）。
（G）紡織品、皮革、生皮、毛皮等用之潤滑製劑、潤滑劑油或潤滑油膏。此類製劑在精紡時可用以潤滑及軟化
紡織纖維，以及用以「加脂」皮革等。並包括如下列各項：礦物油或脂肪物質與界面活性劑（例如磺基蓖
麻醇酸鹽）之混合物；水溶性紡織潤滑製劑其所含界面活性劑之含量頗高並含有礦物油及其他化學品。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二硫化鉬於礦物油中的穩定懸浮液，所含礦物油之重量在百分之七十或以上，添加少量二硫化鉬作基
料，僅利用其特殊潤滑性能，供引擎等潤滑油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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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銹製劑，以羊毛脂為基料者且溶於石油溶劑中，即使石油溶劑所含之重量在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3）非硬化膏，含凡士林及鈣皂，當組合真空動力剎車組時供潤滑及封緘接頭及線用。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人造鞣革餘油（第 15.22 節）。
（b）膠狀製品，設計用於人獸醫藥品，供作外科手術或體檢時身體局部潤滑劑，或供作身體與醫療器械間
之偶合劑。
（c）膠體或半膠體石墨或石墨膏，歸屬第 38.01 節。
（d）傳送帶用防滑劑（第 38.24 節）及歸屬第 38.24 節之防銹製劑。

34.04-人造蠟及調製蠟。
3404.20-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類
3404.90-其他
本節包括人造蠟（有時工業稱為「合成蠟」）及調製蠟，詳如本章章註 5 之定義，這些蠟係由高分子量的有
機物質組成，且不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此類蠟係：
（A）化學方法製造具蠟特性之有機產品，不論是否可溶於水。本節不包括以合成或其他方法製得屬第 27.12 節之
蠟（例如費歇爾─托卜夕蠟(Fischer-Tropsch waxes)由基本的碳氫化合物所組成）。也不包括水溶性蠟狀產品
具表面活性性質者（第 34.02 節）。
（B）二種或二種以上之不同動物性蠟、不同植物性蠟或其他類之不同蠟混合而得之產品，或不同類（動物性、
植物性或其他）之蠟混合而得之產品（例如不同類植物性蠟之混合物，及一種礦物性蠟與一種植物性蠟之
混合物）。礦物性蠟之混合物，無論如何應予除外（第 27.12 節）。
（C）具蠟特性之產品以一種或多種蠟為基料並含有脂肪、樹脂、礦物質或其他材料者。但未混合之動物性或植
物性蠟，不論是否精煉或著色，均應予除外（歸入稅則第 15.21 節）。未混合之礦物性蠟或礦物性蠟之混合
物，不論是否著色，亦應除外（歸入稅則第 27.12 節）。
上述（A）、（B）及（C）項所描述之產品，經混合於、分散於（懸浮或乳化）或溶解於液態介質者，均不
包括於本節（第 34.05、38.09 節等）。
上述（A）及（C）項之蠟必須具有下列特性:
（1）滴點(dropping point)在攝氏四十度以上；及
（2）用旋轉黏度計(rotational viscometry)測定，溫度在其滴點攝氏十度之上時，黏度不超過 10 帕(Pa.s)〔或 10,000
厘泊(cP)〕。
此外，此類產品一般顯現下列性質：
（a）經輕輕摩擦即光滑；
（b）其稠度與溶解度視溫度而變更；
（c）在攝氏二十度時；
（i）某些係柔軟且易捏揉（但非黏稠的或液體）（軟蠟），其他為脆性的（硬蠟）；
（ii）非透明的但可能為半透明；
（d）溫度在攝氏四十度以上時，則熔化而不分解；
（e）溫度恰好超過其熔點時不能輕易拉曳成線；
（f）為熱與電之不良導體。
本節之蠟有不同化學組成。此類蠟包括：
（1）聚亞烴蠟(polyalkylene waxes)（例如聚乙烯蠟"polyethylene wax"）。用於包裝材料、紡織潤滑劑、擦光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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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碳氫化合物蠟經部分氧化而得之蠟（諸如合成或天然石蠟"paraffin wax"）。廣泛的用於擦光料、塗料、潤滑
劑等。
（3）由氯化石蠟(chloroparaffins)、多氯聯苯(polychlorobiphenyls)

(polychloronaphthalenes)之混合物所組成之

蠟。用於防火(flame-proofing)、作絕緣體、電容器浸漬物、潤滑劑、木材防腐劑等。
（4）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蠟 poly(oxyethylene) (polyethylene glycol waxes)。係水溶性且用於化粧品或藥物，
作為黏合劑、軟化劑或防腐劑及用作紡織或造紙的粘著劑和用於油墨或橡膠等。
（5）由脂肪酮(fatty ketones)、脂肪酯(fatty esters)〔諸如丙二醇單硬脂酸酯(propylene glycol monostearate)以少量肥皂
改質者，及混合甘油之單、雙硬脂酸酯(mixed glycerol mono-and distearate)經酒石酸及醋酸酯化者〕、脂肪胺
或脂肪醯胺之混合物所組成之蠟。用於化粧品、擦光料、油漆等。
（6）天然蠟，如褐煤蠟，經部分或完全化學改良而得之蠟。
（7） 由二種或多種不同蠟（歸列第 27.12 節礦物性蠟之混合物除外）或由一種或多種蠟與其他材料者所組成之蠟，
例如由石蠟及聚乙烯所組成之蠟，用於塗佈材料；由石蠟及硬脂酸所組成之蠟，用於供製造蠟燭之原料；
由氧化之碳氫化合物蠟及乳化劑所組成之蠟；不論包裝如何的封緘蠟及類似成分之蠟，均歸列本節，但第
32.14 節之產品除外。
上述之蠟如著色，亦歸列本節。
除上述不得歸入本節之物品外，下列物品亦不包括在內：
（a）羊毛脂醇(lanolin alcohols)，即使具有蠟之特性（第 15.05 節）。
（b）氫化油(hydrogenated oils)，即使具有蠟之特性（第 15.16 節）。
（c）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有機化合物（第二十九章）。
（d）「牙科用蠟」及「牙科用塑型料」，成套、零售包裝或成板狀、馬蹄狀、條狀或類似形狀者（第 34.07 節）。
（e）工業用一元羧酸脂肪酸(monocarboxyllic fatty acids)及工業用脂肪醇，即使具有蠟之特性（第 38.23 節）。
（f）單、二及三甘油脂肪酸酯之混合物，不具蠟之特性（第 38.24 節）。
（g）混合之多氯聯苯(polychlorobiphenyls)及混合之氯石蠟(chloroparaffins)，不具蠟之特性（第 38.24 節）。
（h）不具蠟之特性之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poly(oxyethylene) (polyethylene glycols)）（例如第 38.24 或 39.07）
。
（i）不具蠟之特性之聚乙烯(polyethlenes)（例如第 39.01 節）。

34.05-靴鞋、家具、地板、車身、玻璃或金屬用擦光料及膏劑，去污膏與粉及其他類似品（不
論其型態是否為經此類調製品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紙、填料、氈呢、不織布、發泡塑膠
或發泡橡膠），第 34.04 節之蠟除外。
3405.10-靴鞋或皮革用擦光料、膏劑及類似製品
3405.20-保養木製家具、地板或其他木製品用擦光料，膏劑及類似製品
3405.30-車身用擦光料及類似製品，金屬擦光料除外
3405.40-去污膏與粉及其他去污劑
3405.90-其他
本節包括靴鞋、家具、地板、車身、玻璃或金屬（銀器、銅器等）用之擦光料及膏劑及廚房用具、洗滌槽、
甇磚、火爐等去污用之配製膏或粉，及類似製品如皮革用擦光料及膏劑。本節包括具有保護性質之擦光製品。
此項製品得以蠟、研磨料或其他物質為基料。此類製品例如：
（1）蠟及擦光料係以松油精(spirits of turpentine)浸漬或在水媒質中乳化之蠟所組成而且常另加著色物質。
（2）金屬擦光料及玻璃用擦光料係由極軟擦光材料如白堊或矽藻土(kieselguhr)懸浮於石油溶劑及液體肥皂乳液中
所組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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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屬等擦光、整理或精細碾碎產品含有金剛石粉或屑者。
（4）去污粉由磨得很細的沙與碳酸鈉及肥皂之混合物所組成。去污膏係以此類去污粉與於潤滑礦物油中蠟之溶
液黏結一起而形成。
此類製品通常係零售包裝且經常呈液狀、膏狀、粉狀、錠狀、條狀等形式，得供家庭或工業用途用。
本節亦包括紙、填料、氈呢、不織布、發泡塑膠或發泡橡膠，經此類製品浸漬、塗佈或被覆者，但除塵紡織品及
金屬擦鍋器經類似浸漬、塗佈或被覆者均除外（分別歸入第十一及十五類中）。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未經混合研磨粉（一般歸列第二十五或二十八章）。
（b）供靴鞋用錠狀增白劑，及麂皮靴鞋用配製液體染料（第 32.10 節）。
（c）鞣革餘油及人造鞣革餘油（第 15.22 節）；修飾皮革用之其他油類及脂類（第十五章，第 27.10、34.03、38.24
節等）。
（d）清洗衣服用之乾洗清潔液及去漬劑，按其成分分類（通常如第 27.10 節之石油精(petroleum spirit)，或如第 38.14
或 38.24 節之產品）。

34.06-蠟燭、小蠟燭及類似製品。
蠟燭、小蠟燭(包括球形或盤旋形小蠟燭)等，常以動物脂、硬脂、石蠟或其他蠟製成。
本節包括無論是否已著色、加香料、加裝飾之此類貨品。
本節亦包括附有浮動物之夜燈。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抗氣喘之蠟燭(anti-asthmatic candles)（第 30.04 節）。
（b）蠟火柴(wax matches)或塗蠟之短火柴(vestas)（第 36.05 節）。
（c）經硫磺處理之帶、燈心及蠟燭（第 38.08 節）。

34.07-塑型用軟膏(modelling pastes)，包括兒童娛樂用塑型料；
「牙科用蠟」或「牙科塑型料」製
品為成套、零售包裝或成板狀、馬蹄狀、條狀或類似形狀者；其他以石膏（煆石膏或硫
酸鈣）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
（A）塑型用軟膏。
這些是塑型料製劑，一般供藝術家或金匠用以製造模型，且亦為兒童娛樂之用。
最普通之一種係以油酸鋅為基料的塑型用軟膏。亦含有蠟、白油及高嶺土，而且觸摸則稍有潤滑感。
其他塑型用軟膏則為纖維漿及高嶺土與黏結劑之混合物。
此類軟膏通常為已著色而且呈散裝或塊狀、條狀、板狀等形態。
各式塑型軟膏，包括此類軟膏成組供兒童娛樂用，亦包括在本節內。
（B）「牙科用蠟」或「牙科塑型料」製品。
此係各種不同成分之製品供牙科用以取得牙床塑型。一般係由蠟、塑膠或馬來樹膠，與松脂、蟲膠及
填充料（例如粉狀雲母）等產品混合組成，且通常為已著色。此類製品或為堅硬或稍軟。
歸入此項之製品，僅限成套、零售包裝或成板狀、馬蹄狀（實心或空心）、條狀或類似形狀者。如製
成其他形狀（例如散裝）者，則應依照其成分分類（第 34.04、38.24 節等）。
（C）其他以石膏（煆石膏或硫酸鈣）為基料配製之牙科用品。
此項製品包括以熟石膏及鹼性藻酸鹽(alkali alginates)或甲基纖維素(methylcellulose)所組，以及無論已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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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熟石膏與如澱粉及香草香料等產品所組成者。本節包括供牙科使用，以熟石膏為基料之調製品，通常
含以重量計超過 2%的添加劑，可能的添加劑為當作白色顏料的二氧化鈦、著色劑、矽藻土、糊精及三聚氰
胺樹脂，它們也含調整促進劑或緩和劑。
此類供牙科使用的產品，一般含重量比 25 %或以上的具有半個結晶水的α-硫酸鈣或幾乎全部是具有半
個結晶水的α-硫酸鈣，它是一種不會自然發生但可以製造而得的一個形式，例如，由具有兩個結晶水的硫
酸鈣高含量的石膏脫水而得。
這些製品係供牙科造形、製模或其他牙科用途，不管形態或外觀均歸列本節。
此類製品不可與僅含少量之促進劑(accelerators)或緩和劑(retarders)之熟石膏相混淆（第 25.20 節）。
本節不包括牙科用粘固劑(dental cements)及其他牙科用填充料（第 30.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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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酵母（第 21.02 節）；
（b）血液分離物（血蛋白未經配製成具有醫療或預防疾病功用者除外），屬第三十章之藥劑或其他製品；
（c）鞣革前處理之酵素製劑 2003/9/4（第 32.02 節）；
（d）第三十四章含酵素濕潤劑或洗滌製劑或其他產品；
（e）硬化蛋白質（第 39.13 節）；或
（f）印刷工業用之明膠製品（第四十九章）。
2.─第 35.05 節所稱「糊精」，係指澱粉分解產品其所含還原糖量，以葡萄糖表示時，不超過其乾基之百分之十者。
此類產品其還原糖含量超過百分之十者，則歸第 17.02 節。

35.01-酪蛋白，酪蛋白酸鹽（酯）及其他酪蛋白衍生物；酪蛋白膠。
3501.10-酪蛋白
3501.90-其他
（A）酪蛋白及酪蛋白衍生物。
（1）酪蛋白為乳之主要蛋白質成分。一般係以酸或凝乳酵素加入脫脂乳中沈澱（凝結）而得。本節包括以
不同之凝結方法而得之各種形式之酪蛋白，如酸化酪蛋白、酪蛋白原及酶凝酪素（副酪蛋白）。
酪蛋白一般為黃白色粒狀粉末，溶於鹼而不溶於水。主要供製膠、油漆或膠質塗粉，紙之塗料，
及用於製造酪蛋白塑膠（硬化酪蛋白）、人造纖維、膳食或醫藥製品。
（2）酪蛋白酸鹽（酯）（酪蛋白之鹽類）包括稱為「可溶性酪蛋白」之鈉鹽及銨鹽；此類鹽通常用於配製
濃縮食品及醫藥製品。酪蛋白鈣則依照其特性分別用於配製食物或膠。
（3）其他酪蛋白衍生物，特別包括氯化酪蛋白，溴化酪蛋白，碘化酪蛋白及酪蛋白鞣酸鹽。均用於製藥。
（B）酪蛋白膠。
此類物品含有酪蛋白鈣（見上述酪蛋白酸鹽註解），或酪蛋白及白堊之混合物與添加物，例如少量之
硼砂或氯化銨。常製成粉末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貴金屬酪蛋白酸鹽（第 28.43 節）或第 28.44 至 28.46 節及第 28.52 節之酪蛋白酸鹽。
（b）誤稱為「植物酪蛋白」之產品（第 35.04 節）。
（c）裝於供零售用之酪蛋白膠，淨重不超過 1 公斤者（第 35.06 節）。
（d）硬化酪蛋白（第 39.13 節）。

35.02-白蛋白（包括兩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質之濃縮物，其所含乳清蛋白質以乾重量計超過 80%
者）；白蛋白酸鹽（酯）及其他白蛋白衍生物。
-卵白蛋白：
3502.11--乾者
3502.1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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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2.20-乳白蛋白，包括兩種或以上之乳清蛋白之濃縮物。
3502.90-其他
（1）白蛋白係指動物或植物性蛋白質。前者較重要且包括蛋白（卵白蛋白），血白蛋白（血清白蛋白），乳白
蛋白（乳白蛋白）及魚白蛋白。與酪蛋白不同之處，白蛋白為可溶於水及鹼液及白蛋白之溶液加熱則凝固。
本節包括兩種及以上之乳清蛋白濃縮物，其乳清蛋白質以超過 80％乾物重計，此乳清蛋白含量以含氮
量乘以 6.38 計算之即可。乳清蛋白濃縮物以乳清蛋白之乾物量計含量為 80％或以下者，歸入稅則第 04.04
節。
白蛋白通常為黏性液體，透明黃色片狀物或不定形白色、帶紅色或帶紅色成微黃色粉末。
通常為配製膠、食物、藥品，供皮革潤飾，處理紡織物或紙張（特別為照相紙），用以澄清酒類或其
他飲料等。
（2）白蛋白酸鹽（酯）（白蛋白之鹽類）及其他白蛋白衍生物，特別是鐵白蛋白酸鹽、溴化白蛋白、碘化白蛋
白及白蛋白鞣酸鹽。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乾的血，有時誤稱為「血白蛋白」（第 05.11 節）。
（b）貴金屬白蛋白酸鹽（第 28.43 節）或第 28.44 至 28.46 節及第 28.52 節之白蛋白酸鹽。
（c）血白蛋白配製成具有醫療或預防疾病功用者及人類血漿（第三十章）。

35.03-明膠（包括矩形（含正方形）片狀明膠，不論是否經表面加工或已著色）及明膠衍生物
；魚鰾膠（魚氣囊膠）；其他動物膠，第 35 .01 節之酪蛋白膠除外。
明膠及本節之膠，為水溶性蛋白質物質，通常係以熱水（加酸或不加）處理皮、軟骨、骨、腱或類似之動物
物質而得。
（A）明膠之膠質較膠之膠質為少但較純，與水形成透明之膠狀物。供配製食物、藥品及照相用乳化劑，供細菌
培養及供淨化啤酒及酒用。亦作紙張或紡織物上漿之用，用於印刷工業，供製造塑膠（硬質明膠）及供製
造其他成品。
明膠之形態一般為薄、透明、幾乎無色無味之薄片，尚遺有原來用以乾燥之網之印痕，有時亦以片狀、
片屑、粉末等形狀出售。
明膠片如為矩形（包括正方形），不論是否經表面加工或已著色者（例如浮雕、金屬化、印刷者，但
明膠明信片及第四十九章所述之其他印刷品除外）歸入本節。如切成矩形或正方形以外之形狀者（如圓盤
狀）則歸入第 96.02 節。模製或雕刻之未硬化明膠亦歸入第 96.02 節。
（B）明膠衍生物特別包括明膠鞣酸鹽及明膠溴化鞣酸鹽。
（C）魚氣囊膠（魚鰾膠）係某種魚之氣囊，尤其為鱣魚，經機械處理而成。為固體狀，一般為半透明薄片形態。
主要用作啤酒、酒或其他酒精飲料之淨化劑及用於藥品。
（D）歸入本節之其他動物性膠為不純之明膠，作膠之用途者。可含有添加物諸如防腐劑、色料或黏性控制劑。
主要之膠如下：
（1）骨膠、皮膠、神經膠、筋肉膠。此類膠之顏色自黃色至棕色不等，帶有強烈味道，一般為比生明膠較
厚、較硬、及較脆之片狀物。亦有成小珠、片屑等形態者。
（2）魚膠（魚氣囊膠除外）。此類膠係自魚之廢棄部分（皮、軟骨、骨、鰭等）經熱水處理而得，且常為
膠狀液體形態。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酪蛋白膠（第 35.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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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裝於供零售用之膠，淨重不超過 1 公斤者（第 35.06 節）。
（c）硬化明膠（第 39.13 節）。
（d）以明膠為主之仿製糊漿（複製膠狀物）（第 38.24 節）。

35.04-消化蛋白質（蛋白腖）及其衍生物；其他未列名蛋白質物質及衍生物；皮粉，不論是否
經鉻浸漬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消化蛋白質（蛋白腖）及其衍生物。
（1）消化蛋白質（蛋白腖）為可溶性物質，係蛋白質經水解或受某些酵素（胃蛋白酶、木瓜酵素、胰酶等）
之作用而得。通常為白色或微黃色粉末，有強力吸濕性，故常裝於密閉之容器內。消化蛋白質（蛋白
腖）亦有溶液狀者。其主要之種類有肉蛋白腖、酵母蛋白腖、血蛋白腖及酪蛋白腖。
用於製藥、食品製造、細菌之培養等。
（2）消化蛋白質（蛋白腖）鹽類為消化蛋白質（蛋白腖）之衍生物。主要用於製藥；其最重要者為鐵蛋白
腖鹽及錳蛋白腖鹽。
（B）其他蛋白質物質及其衍生物，在本商品分類內無其他更適當之節可歸屬者，均歸入本節，尤其為下列各物：
（1）麩蛋白及醇溶穀蛋白（例如由麥或裸麥萃取之穀膠蛋白，及由玉蜀黍萃取之玉米膠蛋白），均為穀類
蛋白質。
（2）球蛋白，例如乳球蛋白及卵球蛋白（參看註解最後（d）項的例外）。
（3）大豆球蛋白，主要之大豆蛋白質。
（4）角蛋白取自頭髮、指甲、角、蹄、羽毛等。
（5）核蛋白，係蛋白質與核酸結合者，及其衍生物。核蛋白係自釀酒酵母及其鹽類（鐵鹽、銅鹽等）分離
出來的，主要用於製藥。
然而，第 28.52 節所述的核蛋白汞鹽被排除。
（6）蛋白質分離物係萃取自植物物質（例如脫脂大豆粉）並含有存在於該植物內之蛋白質之混合物。蛋白
質分離物之蛋白質含量一般不低於 90％。
（C）皮粉，不論是否經鉻浸漬者。皮粉為用來測定天然含鞣質之物及植物性鞣質萃取物內之鞣質之量。其實質
上為純的膠原蛋白，係得自新鮮皮膚經小心製取者。皮粉可能含有少量加入之鉻礬（經鉻鹽浸漬之皮粉），
或可能係未經鉻鹽浸漬而須於應用前加入鉻礬者。按前述方法處理之皮粉不可與第 41.15 節之鉻皮革末及鉻
皮革粉相混淆，後者不適宜用以測定鞣質量且價值較小。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蛋白質水解物主要含有胺基酸及氯化鈉之混合物，及脫脂黃豆粉中去掉某些成分後所得之濃縮蛋白質，用作
食物製品之添加物者（第 21 .06 節）。
（b）貴金屬蛋白質鹽類（第 28.43 節）或第 28.44 至 28.46 節及第 28.52 節之蛋白質鹽類。
（c）核酸及其鹽類（核酸鹽）（第 29.34 節）。
（d）血纖維蛋白原、血纖維蛋白、血液球蛋白及血清球蛋白、人類正常免疫球蛋白及抗毒血清（含特定免疫球
蛋白）及其他血液分離成分（第 30.02 節）。
（e）本節所述之產品供作醫藥製劑者（第 30.03 或 30.04 節）。
（f）酵素（第 35.07 節）。
（g）硬化蛋白質（第 39.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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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例如預糊化或酯化澱粉）
；以澱粉、糊精或其他改質澱粉為基料之
膠。
3505.10-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
3505.20-膠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糊精及其他改質澱粉，即澱粉經加熱作用、化學方法（例如酸、鹼）或以澱粉酵素轉化而得之產品，及經
氧化、酯化或醚化處理的改質澱粉。交聯澱粉（例如雙澱粉磷酸酯）是一種重要的改質澱粉。
（1）糊精，通過下列方法製得：
─可由澱粉以酸或酵素水解，經水解作用而得，所得產品稱為麥芽糊精。此產品僅限其還原糖含量，
以葡萄糖表示佔全部乾物質重量，不超過百分之十者，方可作為糊精，歸入本節；
─亦可包括使用（或不使用）少量化學試藥之烘製澱粉而成。如未使用試藥，所得產品稱為烘焙澱粉。
糊精為白色、微黃色或棕色粉末，依製造方法及所用澱粉種類而定。溶於水（如必須，則適當加
熱）但不溶於酒精。
（2）可溶性澱粉（amylogen），為澱粉轉化糊精之中間產品，係將澱粉於水中煮沸或長時間放置於冷稀酸
中而得。本節亦包括含極少量高嶺土之可溶性澱粉，主要用於造紙時加入纖維素紙漿中。
（3）預膠化或「膨脹」澱粉，係以水濡濕澱粉及熱處理後得到或多或少之膠狀物質，再經乾燥及磨細後成
粉末狀。此產品亦可經擠壓成形，再碾磨成粉末狀。用於造紙、紡織工業、冶金（配製鑄心黏合劑）、
食品工業及動物飼料等。
（4）醚化或酯化澱粉（澱粉經醚化或酯化作用改質者）。醚化澱粉包括此類產品含羥乙基、羥丙基或羥甲
基之基團者。酯化澱粉包括澱粉醋酸鹽，主要用於紡織或造紙工業，及包括澱粉硝酸鹽（硝化澱粉），
用於製造炸藥。
（5）其他改質澱粉，例如：
（i）雙醛澱粉，和
（ii）以甲醛或表氯醇處理之澱粉，例如當外科手術手套粉末使用。
通常本節之改質澱粉可根據某些性質的改變而與第十一章未改質澱粉加以區分，例如：溶液和膠
體之透明度，膠化或結晶之趨向、水結合力、結冰、融化之穩定度、膠化溫度或尖端黏度。
（B）以澱粉、糊精或其他改質澱粉為基料之膠。
（1）糊精膠含有糊精之水溶性或混合其他物質者（如氯化鎂）。
（2）澱粉膠，係以鹼（例如氫氧化鈉）處理澱粉而得。
（3）膠含有未經處理之澱粉、硼砂及水溶性纖維素衍生物或含有未經處理之澱粉、硼砂及澱粉醚。
上述之產品通常為白色、黃色或微棕色無定形粉末或樹膠塊狀物，故若干此項產品有稱為「英國膠」
及「澱粉膠」者。主要用作膠，用於著色工業、紡織或造紙工業及冶金。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未配製之澱粉（第 11.08 節）。
（b）澱粉分解產品其還原糖含量，以葡萄糖表示時，其重量超過全部乾物重量之百分之十者（第 17.02 節）。
（c）裝於供零售用之膠，淨重不超過 1 公斤者（第 35.06 節）。
（d）造紙、紡織、皮革或類似工業所用之配成上光料及處理劑（以澱粉或糊精為基料）（第 38.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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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6-未列名調製膠及其他調製粘著劑；適於作膠或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
著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 1 公斤者。
3506.10-適於作膠或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著劑出售，每件淨 重不逾 1
公斤者
-其他：
3506.91--以第 39.01 至 39.13 節的聚合物或以橡膠為基料之粘著劑
3506.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適於作膠或粘著劑用之產品，以零售包裝當作膠或粘著劑出售，每件淨重不逾 1 公斤者。
本類物品包括下述（B）項之調製膠及粘著劑及適於作膠或粘著劑用之其他產品，限以零售用包裝當作
膠或粘著劑出售其容量未逾 1 公斤者。
通常裝於供零售用包裝之膠或粘著劑，其包裝有玻璃瓶或罐（大口瓶）、金屬盒、易破的之金屬管、
紙板盒、紙袋等；有時其「包裝物」僅為紙帶包摺成圓形而已，例如骨膠條塊。有時膠或粘著劑之包裝附
有適當形式之小刷子（例如與大口瓶或罐包裝在一起供直接使用之小刷子）。此項小刷子如與膠或粘著劑
包裝在一起，即與膠或粘著劑歸入同一節。
作為膠成或粘著劑用之產品尚有其他用途者（如糊精，粒狀甲基纖維素），僅限包裝上標明係售作膠
或粘著劑用者方歸入本節。
（B）調製膠及其他調製粘著劑，在本商品分類中無其他更適當之節可資歸屬者，例如：
（1）麵筋膠（「維也納膠」）一般係以麵筋經部分醱酵使可成溶物而得。此類膠通常為片屑或粉末狀，顏
色由微黃色至棕色不等。
（2）膠或其他粘著劑係由化學方法處理天然膠而得。
（3）以矽酸鹽等為基料之粘著劑。
（4）做為粘著劑用之特殊處方調製品，它是由含第三十九章產品所容許的添加劑（填充劑、可塑劑、溶劑、
顏料等）以外之非歸入該章的其他添加物（例如蠟、松香酯、未改質之天然蟲漆）之第 39.01 節到第
39.13 節聚合物或其拌合物所組成的。
（5）粘著劑係含有橡膠、有機溶劑、填充物、硫化劑及樹脂之混合物。
除適合上列（A）項規定之產品外，本節不包括其他更有適當之節可歸屬之產品，例如：
（a）酪蛋白膠（第 35.01 節），動物膠（第 35.03 節）及以澱粉、糊精或其他改質澱粉為基料之膠（第 35.05 節）。
（b）其他產品，可直接或經處理後作膠或其他粘著劑用，例如鳥石灰（第 13.02 節），未混合之矽酸鹽（第 28.39
節），酪蛋白鈣（第 35.01 節），糊精（第 35.05 節），第 39.01 至 39.13 節聚合物的分散液或溶液（第三十
九章或第 32.08 節）及橡膠分散液或溶液（第四十章）。

應予注意：在本節之若干產品，其於出售時已製成作膠或粘著劑用之型式，然而有些則必須於使用前溶解或
分散於水中。
本節不包括紡織等用之配成上光料及處理劑（第 38.09 節）或鑄心黏合劑（第 38.24 節）；在某些國家，此類
物質有時稱為「膠」，但非因其具有粘著劑特性而予以應用。
本節亦不包括具有灰泥、填充物等特性之產品；歸屬第 32.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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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7-酵素；未列名調製酵素。
3507.10-粗製凝乳酶及其濃縮物
3507.90-其他
酵素（酶）為有機物質，由活細胞產生；具有促使及調節活細胞內部或外部特殊化學反應之特性，而不改變
其本身之化學結構。
酵素可分類如下：
(Ⅰ)依其化學組成而分，例如：
（a）酵素其分子僅由蛋白質組成者（例如胃蛋白酶、胰蛋白酶、脲酶）。
（b）酵素其分子由蛋白質與低分子量之非蛋白質化合物結合成，它作為輔助因子，輔助因子可為金屬離子
（例如銅在抗壞血酸氧化酶中，鋅在人類胎盤鹼性磷酸酯酶中），亦可為複合有機分子稱為輔酶（例
如酶胺二磷酸鹽在丙酮酸鹽脫羧酶中，哆酶醛磷酸鹽在麩胺醯胺─氧基─酸轉胺酶中）。有時兩者都
需要。
(Ⅱ)依據：
（a）依其化學活性而分者，如氧化還原酶、轉移酶、水解酶、解離酶、異構酶、結合酶；
（b）依生物活性，而分者，如澱粉酶、脂肪分解酶、蛋白酶等。
*
* *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純」（分離出的）酵素。
一般為結晶形態，主要為用於醫藥或科學研究。
其在國際商業上不如酵素濃縮物及調製酵素般重要。
（B）酵素濃縮物。
此濃縮物一般係自水溶性或溶劑萃取動物器官、植物、微生物或肉汁培養基（後者出自細菌、黴菌等）
得之。此類產品，可含有數種不同比例之酵素，能標準化或安定化者。
應特別注意：某些標準或安定劑事先存於濃縮物中的量不同，可自醱酵液或由澄清或沈澱方法而得之。
濃縮物可為粉末狀經由沈澱或冷凍乾燥方法而得，或為顆粒狀可使用粒化劑或惰性擔體或載體而得。
（C）未列名調製酵素。
調製酵素係由上述（B）部分所載之濃縮物經進一步稀釋而成,或將不同的純化酵素或酵素濃縮物互相混
合而得。調製品與添加之物質，係為使其適於特殊之用途，亦歸入本稅則號別，惟在本商品分類中無其他
更適當之稅則號別可歸屬者。
本類物品包括，特別是：
（i）酵素製品供軟化肉品，此製劑含蛋白分解酵素（例如木瓜酶）添加葡萄糖或其他食料。
（ii）酵素製劑供澄清啤酒、酒或果汁（例如果膠酵素含有添加之明膠、膨土等）。
（iii）酵素製劑供紡織退漿，此製劑具有主要成分係細菌澱粉液化酶或細菌蛋白酶。
本節不包括，特別是下列製劑：
（a）醫藥製品（第 30.03 或 30.04 節）。
（b）鞣革前處理之酵素製劑（第 32.02 節）。
（c）第三十四章之酵素濕潤或洗滌製劑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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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下列酵素在商業上最為重要：
（1）粗製凝乳酶（實驗室酵素、凝乳酶(chymosin)、凝乳吡(rennin)）。
粗製凝乳酶係得自新鮮或乾的小牛之第四胃，或經培養某些微生物而得。粗製凝乳酶是一種蛋白分解
酵素，它可凝聚乳中酪蛋白。適於液狀、粉末或錠狀。可含有製造過程中所餘留或為標準化所添加之鹽類
（例如氯化鈉、氯化鈣、硫酸鈉），及防腐劑（例如甘油）。
粗製凝乳酶主要用於乳酪工業。
（2）胰酵素。
胰臟所產生的酵素最重要者是胰蛋白酶及胰凝乳蛋白酶（可使蛋白質分解），澱粉液化酶（可使澱粉
分解）及脂酵素（可使脂肪物質分解）。胰酵素主要用於醫藥及製藥以治療消化不良。
胰臟之酵素濃縮物一般得自新鮮或乾之胰臟。可含有強吸收力之鹽類（加入俾吸收部分之結晶水）及
某種保護膠體（便於儲藏或運輸）。用於製造退漿、洗滌、脫毛或鞣革製劑。
歸入本節之胰臟酵素製劑包括作紡織退漿劑用者。
（3）胃蛋白酶。
胃蛋白酶系來自豬或牛胃之黏膜。胃蛋白酶有時保存於硫酸鎂之飽和溶液中或與蔗糖或乳糖混合（粉
末狀胃蛋白酶）以增加其安定性。
胃蛋白酶主要用作藥劑，與鹽酸或鹽酸甜菜鹼混合後用，或製成胃蛋白酶酒。
（4）麥芽酵素。
本類物品僅指麥芽澱粉吡。
麥芽精歸入第 19.01 節。
（5）木瓜酶、鳳梨蛋白酶、無花果蛋白酶。
所謂木瓜酶係指木瓜樹(Carica papaya)之乾乳液及得自乾乳液之二種分餾產品，即木瓜酶（狹義的）及
木瓜凝乳蛋白酶。
木瓜酶用途，例如用於製造防寒啤酒，配製肉之嫩化劑（見上述（C）項（i））及醫藥用。
乾乳液中之木瓜酶如僅部分溶於水者，歸入第 13.02 節。
鳳梨蛋白酶係得自鳳梨植物。
無花果蛋白酶得自某些種類無花果樹之乳液。
（6）澱粉酶及蛋白酶得自微生物者。
某些微生物，當生於適當之培養基中，可分泌多量之澱粉酶及蛋白酶。
將細胞及其他不純物後除去之後，溶液經低溫真空乾燥使之濃縮或者酵素經添加無機鹽（例如硫酸鈉）
或有機、水可互溶之溶劑（例如丙酮）沈澱出。
微生物澱粉酶及蛋白酶舉例如下：
（a）細菌澱粉液化酶。
細菌澱粉液化酶（例如得自使用枯草桿菌）係澱粉液化酵素，用於粘著劑及澱粉為基料紙類塗料
之生產，用於西點麵包及其他食品工業及供紡織退漿用。
（b）真菌澱粉酶。
真菌澱粉酶實際上係得自黴菌培養之澱粉液化酶。主要有麵包黴菌屬或麴黴屬。
雖然其液化能力顯著，其液化力仍遠低於細菌澱粉酶。
真菌澱粉酶很多係用於食品工業。
應予注意：真菌澱粉酶有時含有蛋白酶、葡萄糖氧化酶及轉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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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澱粉葡萄糖苷酶。
此類酵素，例如得自麵包黴菌屬或麴黴屬之黴菌，係強糖化劑但無液化能力。可用來由澱粉原料
製取高產量之葡萄糖。
主要用於葡萄糖糖漿及葡萄糖之生產，及供由穀類酒精醱酵醪的糖化劑。
（d）蛋白酶。
細菌蛋白酶（例如得自使用枯草桿菌）係蛋白分解酵素用於配製紡織退漿劑，作某些洗滌製劑及
製造啤酒用之成份。蛋白酶由黴菌產生者可供醫藥及製藥用。
（7）澱粉糖化酶。
此類酵素係得自植物性原料，諸如麥芽、小麥及大豆。從澱粉及糊精產生麥芽糖。
（8）果膠酵素。
此類酵素係經培養各種黴菌而製得，主要有麵包黴菌屬或麴黴屬。果膠酵素用於（為便於壓乾操作及
增加液汁之回收）水果、蔬菜汁之製造與加工。
（9）轉化酶（β─果糖分解酵素）。
轉化酶通常得自低度發酵之釀酒酵母。
此酵素裂解蔗糖成葡萄糖及果糖。用於製造金色的糖漿、巧克力及杏仁軟糖。
（10）葡萄糖異構酶。
此酵素係經培養某些微生物而製得，主要有鏈黴菌屬或桿菌屬。將葡萄糖部分轉化成果糖以產生高甜
度的糖漿。
除了參考上述其他除外者外，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酵母（第 21.02 節）。
（b）輔酶如輔羧化酶（抗神經炎素焦磷酸鹽）及輔酶（菸鹼醯胺─腺嘌吟雙核甘酸）（第二十九章）。
（c）第 30.01 節之乾的腺體及其他產品。
（d）第 30.02 節之微生物培養物、血液酵素（如：凝血酵素）、血液分離部分和具有酵素性質或活性之截短型變
異（部分）蛋白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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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炸藥；煙火品；火柴；引火合金；可燃製品
章註：
1.－本章除下列 2（a）或（b）所述者外不包括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
2.－第 36.06 節所稱「可燃性物質之製品」僅指下列產品：
（a）已作型(例如片、棒或類似形狀)供作燃料用之聚乙醛、六亞甲基四胺及類似物質；以醇類為基料之燃料
以及固體或半固體狀之類似調製燃料；
（b）液體或液化氣體燃料儲存於容量不超過 300 立方公分之容器中，供灌注或再灌注香煙用或類似之打火機
者；
（c）樹脂火炬，引火物及類似品。

總

則

本章包括發射藥及製成炸藥；即本身含有供其燃燒所必要之氧，且於其燃燒時產生大量高溫氣體諸特性之混
合物。
本章亦包括供著火所需之輔助產品（擊發式或引炸用底火、雷管等）。
以炸藥、發火物、易燃物及可燃物等調製而成，可產生光、聲、煙、火焰或火花之製品（例如，煙火製品、
火柴、鈰鐵及若干易燃製品），亦屬本章範圍。
本章第 36.06 節(Ⅱ)（A），(Ⅱ)（B）（1）及(Ⅱ)（B）（2）部分所述之若干燃料外；本章不包括已有化學上
定義之個別化合物（通常歸類於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及第九十三章之彈藥。

36.01-發射藥。
發射藥為混合物，燃燒時能產生大量高熱氣體，此種氣體即可藉以發生發射效果。
就火器之發射藥而言，燃燒仍發生於火器內一定容積之密閉空間，而於槍（砲）管內產生壓力，賦予彈丸以
高速度前進。
就火箭之發射藥而言，燃燒產生定壓，經由噴嘴逸出之氣體，即賦予發射效果。
本節述及之發射藥，含有可燃成分及助燃成分，亦有含有以控制燃燒速率為目的之成分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1）黑火藥（發射藥）
黑火藥為硝酸鉀或硝酸鈉、硫及木炭之均勻混合物。
此種火藥，其顏色介於褐色及黑色之間，略有吸濕性，用為獵槍藥及爆藥，前者呈圓形及定徑顆粒；
後者則為各種不同大小或被壓碎之顆粒（爆藥用於採礦）。
（2）用於火器之發射藥（不包括黑火藥）
（a）無煙火藥
此類火藥由主要成分硝化纖維素（硝酸纖維素），通常為硝化棉或爆破級硝化纖維素，連同其他
產品及特別如二苯胺等安定劑構成。此類火藥，既可由硝化纖維素及溶劑，亦可由硝化纖維素加入硝
酸鋇或硝酸鉀、鹼性重鉻酸鹽等物及溶劑；或再加硝化甘油（甘油三硝酸酯）於硝化纖維素（巴利斯
泰特 ballistites、繩狀無煙火藥等）製成。
無煙火藥通常呈棒、管、盤、片或顆粒之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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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混合火藥
混合火藥中，對其主要成分（硝化纖維素、硝化甘油），可加入如硝基胍(nitroguanidine)、三甲撐
三硝基胺(hexogen)(1，3，5─ trinitro-1，3，5-triazinane)、或阿土更(octogene)(1，3，5，7 -tetranitro-1，3，
5，7-tetrazocane)等附加劑，以改善其燃燒特性。
聚合黏合劑結合上述相同成分（但不包括硝化纖維素），亦可用以製發射藥。
（3）用於火箭之發射藥
（a）均勻發射藥
此類發射藥，由主要之硝化纖維素及有機硝酸鹽之附加其他產品（安定劑、發射觸媒等）者組成。
此類發射藥視顧客之委託而成形，通常呈圓筒形，用以形成藥筒之裝藥，裝入燃燒室內。
（b）混合發射藥
此類產品，含助燃物質（高氯酸銨、硝酸銨等）及還原劑（通常為合成橡膠），亦可能含金屬還
原劑（鋁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產品：
（a）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通常見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
（b）第 36.02 節之製成炸藥。
（c）硝化纖維素（硝酸纖維素），如硝化棉（第 39.12 節）。

36.02-製成炸藥，發射藥除外。
本節包括燃燒時較發射藥產生更為猛烈反應之化學物質混合物。燃燒之，可釋放極大量之高溫氣體，同時於
極短時間內產生極高壓力。通常附加遲鈍劑於此類產品中，以滅低其對震動或摩擦之敏感。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1）以丙三醇硝酸鹽（硝化丙三醇）及乙二醇（硝化乙二醇）為主要成分所構成混合物之炸藥。此類產品通常
稱為代拿邁(Dynamite)，常含如硝化纖維素（硝化棉）、硝酸銨、泥媒、木粉、氯化鈉或鋁粒等其他物質。
（2）以其他有機硝酸鹽或硝基化合物為主要成分所構成混合物之炸藥，如以梯恩梯(TNT)（2，4，6─三硝基甲苯）、
三甲撐三硝基胺(Hexogen)、阿土更(Octogene)、特屈耳(Tetryl)（N─三苯（代）甲基─N，2，4，6─四硝基
苯胺）、彭賴特(Pentrite)（四硝化異戊四醇，彭梯兒 PENT）或特梯布(TATB)（1，3，5─三胺基─2，4，6
─三硝基苯）等為主要成分之炸藥是。
以梯恩梯為主要成分所構成之混合物，包括海掃賴類(hexolites)（涕恩梯十三甲撐三硝基胺）及彭特賴
類(pentolites)（梯恩梯＋彭梯兒），均藉蠟或聚合黏合劑予以鈍化。
（3）以除乙二醇或丙三醇硝酸鹽外之產品加以敏感化之硝酸銨為主要成分所構成混合物之炸藥。此類炸藥與前
第（1）項所述之代拿邁炸藥，均廣泛用於採礦、採石或土木工程方面。
本項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a）阿莫那(Ammonals)、阿邁土(Amatols)與硝酸銨燃油(ANFO)。
（b）特殊藥包硝化炸藥。
（c）以鹼性硝酸鹽及水，藉胺基硝酸鹽或鋁質細粉予以敏感化，所成混合物之漿質炸藥。
（d）以鹼性硝酸鹽及水溶液，於礦物油中予以乳化，所成之「乳質」炸藥。
（4）以氯酸鹽或高氯酸鹽為主要成分所構成混合物之炸藥，例如巧底特(Cheddites)，用於採礦及採石。
（5）原或初級炸藥。此類炸藥在乾燥狀態下，於震動及摩擦時，較前四項所提及之各式炸藥敏感。為以疊氮化
鉛或三硝基間二酚鉛（或史蒂芬酸鉛）(styphnate)與特出村(tetrazene)為主要成分之混合物。此類炸藥通常用
於製作發射藥之擊發式、摩擦式或閃火式底火(primers)、或炸藥之雷管(deto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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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此等炸藥可呈粉狀、粒狀、糊狀、漿狀、乳狀、或略乾膠狀，既可散裝，亦可形成藥包或藥筒。
本節不包括即使可為炸藥而有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此等化學物品通常包括於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例
如，非有機硝酸鹽（第 28.34 節）、雷酸汞（第 28.52 節）、三硝基甲苯（第 29.04 節）及三硝基酚（第 29.08 節）。

36.03-安全引信；導爆索；擊發式或引炸式底火；點火器；電雷管。
此等產品，通常稱為爆發輔助器材，引燃火藥及炸藥需使用之。
本節包括下列產品：
（A）安全引信及導爆索
安全引信（緩燃引信或畢克福引信）乃設以傳遞火燄於一般點火器或雷管之裝置。此等裝置，通常由
塗了焦油的或由橡膠或塑膠塗敷之紡織材質之薄封套包囊，內盛黑火藥之線型裝藥構成。
導爆索用以導引一個或多個爆炸，通常包含一個彭賴特(pentrite)或其他炸藥製成之心子，外包紡織材質
或塑膠（彈性導火線）防水套，或外包鉛或錫質之覆套（鉛質或錫質導火線）。有些情形，僅於塑膠管之
內壁盛裝薄層之炸藥。
本項產品，最常用於採礦、採石、及土木工程方面。
（B）擊發式或引炸式底火
（1）擊發式底火（擊發式雷管），通常由一金屬小容器，盛裝以三硝基間苯二酚鉛（史蒂芬酸鉛）為基料
並加入四氮烯(tetrazene)與各種氧化劑、還原劑之混合物所構成；此種爆性混合物之裝藥重量，通常介
於 10 與 200 毫克(mg)之間。此類底火以之固定彈殼之底部，藉以引燃發射藥。
（2）摩擦擊發式底火或點火管，通常由兩個同心金屬或紙板製管，盛以不同裝藥構成。撕去鋸齒狀索線，
使內管炸藥著火，由而引燃兩管間之裝藥而傳遞這點著的火。仍如以上第（1）項述及之底火，點火
管用以引燃發射藥。
（3）引炸式底火（雷管）
，由少量起爆炸藥，加以如彭賴特(petrite)、三甲撐三硝基胺(hexogen)或特出兒(tetryl)，
置於金屬或塑膠管內，套以保護膠囊所構成。此類底火，用以引燃除發射藥以外之製成炸藥，通常藉
導入雷管的安全引信導入火燄以著火。
（C）點火器
本項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1）電點火器，由電引信頭及少量通常如黑火藥之點火火藥所構成。
電引信頭，由兩絕緣導體，其端點桿一導電之金屬絲，以形成電阻橋；此金屬絲則嵌入點火器之
周緣所構成。
電引信頭用以引燃裝藥或引爆初級炸藥。
（2）化學點火器，通常具圓筒，內裝填滿化學物（如硫酸）之玻璃安瓿(ampoule)及氯酸鉀火藥，此二者以
金屬膜片隔離之。當安瓿破裂時，硫酸即浸蝕金屬膜片（作為遲滯要素）蝕透時硫酸即與氯酸鉀作用，
產生高熱，使能引燃裝藥或安全引信。
（D）電雷管
電雷管由一如前（C）（1）項所述之電引信頭，放在金屬管（或可能為塑膠管）中，置少量初級炸藥
（50 至 500 毫克通常以疊氮化鉛為基之炸藥）及硝多量之其他炸藥（如彭賴特、三甲撐三硝基胺或特出兒）。
已知之電底火亦包括於本類電雷管。該等電雷管常縮小其形狀，其引信頭可以加入附加物以代替之（在
最初的組成），加入的附加物使組成具導電性，能感應而燃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a）用於礦工用燈之石蠟愛莫斯(amorce)條或捲，亦不包括用於玩具手槍之底火（第 36.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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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不含任何炸藥或易燃裝藥(小形底火、管、電器用具等)，而按其性質分類於其有關章節之製品。
（c）附或不附底火之砲彈引信與彈殼（第 93.06 節）。

36.04-煙火，信號火炬，落雨火箭，濃霧信號及其他類煙火製品。
3604.10-煙火
3604.90-其他
本節包括能產生光、聲、氣、煙或火等效果之像煙火的製品，其內容如下：
（1）娛樂性煙火製品：
（a）煙火（彈、引信、爆竹、沖天炮、燭、光炬、賓格魯(Bengal)火柴及發光物等），其目的乃藉其燃燒而
具之聲、光或發煙效果，提供娛樂。為使其確實能點著，此種製品中併有如黑火藥之火藥，且藉電引
信頭或底火引信點火。
（b）像煙火的玩具，如玩具手槍使用之底火（製成帶、片、輥或圓塑膠環等形狀），幻燭、及聖誕摔炮等。
此等煙火玩具僅具有限的效果。
（2）專技裝置
（a）聲或光之信號裝置，如海上呼救火箭，航空裝備用閃光彈，信號彈(Very flares)，鐵路濃霧信號彈及火
炬，個人呼救火箭，電影或電視用光效裝置，照明裝置，導引裝置，煙火引誘裝置，及發煙裝置（可
能著色）。此等裝置，有產生光、聲或煙相當持久效果之通性。
（b）農業或工業用裝置，如抗雹火箭，抗雹彈，農用發煙器，驚嚇動物之雷閃裝置，管路試漏之發煙裝置。
本節亦包括前列諸項未詳述之其他煙火裝置（例如，救生撇纜火箭，非用以導爆而用於切割之塗鉛導
爆索）。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a）照相用閃光燈材料（第 37.07 節）。
（b）藉化學發光現象產生光效之製品（第 38.24 節）。
（c）用於鉚接工具或起動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盛裝炸藥之空包彈（第 93.06 節）。

36.05-火柴，第 36.04 節類煙火製品除外。
本節包括於粗糙表面（有時為此目的而特製）上摩擦而產生火燄之火柴、通常由木材，紙板，織物紗線為莖；
漬以硬脂精蠟，石蠟等（蠟柴或蠟火柴）；以不同之易燃化學物做成莖頭所構成。
本節不包括賓格魯(Bengal)火柴及其他像煙火產品，即使藉摩擦著火及具火柴形狀者亦然（第 36.04 節）。

36.06-各種形狀之鈰鐵及其他引火合金；本章註 2 所述之可燃物質製品。
3606.10-液體或液化氣體燃料儲存於容量不超過 300cm3 之容器中，供灌注或再灌注香煙
用或類似之打火機用
3606.90-其他
(Ⅰ)各種形狀之鈰鐵及其他引火合金
引火合金，為於粗糙表面摩擦，即放出足量火花，使瓦斯、汽油、火絨或其他易燃物質著火之合金。此類合
金，通常由鈰與其他金屬組成，最常見者為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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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包括之此等合金，不論是散裝，或成供打火機使用（打火機火石）之小棍或棒形狀，以及不論其是否
裝在小容器內供零售用者，均歸屬本節。

(Ⅱ)可燃物質製品
本項僅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A）液體或液化氣體燃料（如汽油、液體丁烷）儲存於容量不超過 300 立方公分;之容器（安瓿，瓶，罐等）中，
供灌注或再灌注香煙用或類似之打火機用。
灌氣筒或其他容器（不論已否灌氣），其為香煙用或類似之打火機之零件者，不在本節範圍之內（第
96.13 節）。
（B）下列固體燃料：
（1）用為燃料之聚乙醛（轉變燃料）及環六次甲基四胺（六亞甲基四胺），呈片狀、棒狀或類似形狀。呈
其他形狀（粉或結晶）之此類物質，則不在本節範圍之內，分別散見於第 29.12 或 29.33 節。
（2）用為燃料之類似化學物質，呈片狀、棒狀或類似形狀者（不論是否有化學上之定義）。
（C）下列固體或半固體然料：
此類燃料，以酒精為其主要成分，其產品皂狀、膠狀物質、纖維素衍生物（此類燃常充固體酒精出賣）、
及其他類似製成燃料，呈固體或半固體形狀。
後者固體製成燃料之一例：以炭粉及甚少配量之硝酸鈉（做為燃燒支持物），藉羧甲基纖維素為黏合
劑，製成棒狀燃燒器，置於完全氣密之容器內，使之緩慢燃燒，可貼身攜帶取暖。
但本節不包括藉由放熱反應產生熱，但不會產生光或火焰（例如：利用鐵粉經由一種氧化觸媒產生之
氧化）之用後即丟的手或腳保暖物品（第 38.24 節）。
（D）樹脂火炬，引火物及類似品。
本項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i）樹脂火炬，可提供相當長時間之火花，由可燃物質滲入樹脂、柏油（瀝青）等物而成，通常裝置於棒
或手柄之上，或以紙、織物或其他物質包裝之。
（ii）引火物，藉其短時間內之劇烈燃燒，即可使燃料（如：木材，煤，焦煤，燃油）著火。
例如，此類製品，可由尿素醛樹脂加以煤油及水，或由以紙物滲入礦物油或石蠟製成。
然以上所述，不包括如黏聚木屑之煤磚之燃料（第 44.01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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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廢料或碎屑在內。
2.─本章所稱「感光」一詞，係指經由光線或其他形式之輻射線的作用而直接或間接在感光性表面形成可見影像
的過程。

總

則

本章之照相版、軟片、相紙、感光紙板及感光織品係指其上塗有單層或多層乳液，此乳液對光或其他有足夠
能量足以引發光子（光）感應材料內必要反應之輻射線。即在電磁光譜上波長不大於約 1,300nm 之輻射線（包括
γ射線、Χ射線、紫外線和近紅外線），以及粒子（核子）輻射線得以感應且可供單色或彩色複製用者。然而某
些印版並未塗佈乳液，而是全部或主要地由可以支附於支用於支撐物上之感光性塑膠組成。
最常用的感光乳劑為使用鹵化銀（溴化銀、溴碘化銀等）或其他的貴金屬鹽，但也有使用其他物質，如供作
藍圖用之鐵氰化鉀及其它鐵化合物，用於照相製版雕刻用之重鉻酸鉀或重鉻酸銨，或用於偶氮乳劑之偶氮鹽等。
（A）有下列情形之一之照相版或軟片，均歸入本章：
（1）未曝光，即尚未與普通光線或其它放射線發生作用者；或
（2）已曝光者，不論是否已顯影（即業經化學處理已可見其影像者）。
照相用版與軟片，不論為負片（即光與像明暗相反者）、正片（包括進一步複製正片用之淡紫色正片）
或可逆轉者（即使用特殊乳狀液後能直接產生正片者）均屬於本章內。
（B）相紙、感光紙板、感光織品也含在本章之中，但限於未曝光或已曝光（負片或正片）而仍未顯影者，若已
顯影者，則屬於第四十九章或第十一類。
除應依照第 37.07 節補充性之特殊規定外，本章亦包含用於照相之化學藥品以及閃光燈材料。
本章不包括廢料與碎屑。感光或攝影材料之廢料與碎屑，含有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主要用以回收貴金屬
者，歸列於第 71.12 節。其他此種廢料及碎屑係依材料之成分而分類（例如，若為塑膠類者列於第 39.15 節，若為
紙張者列於第 47.07 節）。

37.01-除紙、紙板或紡織品以外，任何材料製成之平面裝、感光性、未曝光照相用版及軟片；
平面裝、感光性、未曝光之立即沖印組合。
3701.10-供Χ光用
3701.20-立即沖印軟片
3701.30-任何一邊超過 255 公厘之其他板及軟片
-其他：
3701.91--供彩色感光（多色）
3701.99--其他
本節包括：
（A）任何材料製成之平面裝照相用版及軟片（紙、紙板或織品除外）。
此項包括未曝光，以任何材料製成之平面（即非捲紙）照相版及軟片（包括放入圓盤型容器之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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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有感光照相乳液者，但紙（液體產生負片之「紙片」）、紙板及布製者者除外（第 37.03 節）。這些常用
的材料是玻璃、賽璐珞、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或其他的塑膠（盒裝或裁製軟片）及金屬或石料（機
械攝影術用）。有些照相版經曝光、處理要用在印刷者，並未塗佈照相乳劑，而是塗佈以感光性樹脂，係
吸附於金屬或其他支持體之上。若干的此類相版，有其對應程度上的感光性，宜於曝光。
這些物品可供多種用途，例如：
（1）業餘或職業用之照相版、裁製軟片及盒裝軟片。
（2）X 射線照相版及平面軟片，包括用於牙科放射照相術者。此類物品通常均係兩面感光。
（3）機械攝影術用照相版，其類型如用於照相彫刻、照相石版印刷術等者。
（4）使用於顯微照相術、照相顯微術、天文學、宇宙線照相、航空照相等之特殊照相版及軟片。
（B）平面裝的立即沖印軟片。
此為平面裝之感光且未曝光材料。立即沖印軟片包含任何感光化的印刷物材料（為負片）、特別處理
的（正片）相紙及顯影劑，依快速的生產而成為正圖相片，此種立即沖印軟片可能被製為組合式包裝（一
卡盒或金屬筒罐，包含數張立即沖印軟片），將此包裝裝入照相機或將多張個別可用的軟片裝成一箱。
但不包括未曝光的立即沖印感光膠捲（第 37.02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平面裝非感光性之照相版及軟片（依其構成材質分類）。
（b）未曝光之膠捲（第 37.02 節）。

37.02-除紙、紙板或紡織品以外，任何材料製成之感光性未曝光照相用膠捲；感光性未曝光之
立即沖印膠捲。
3702.10-供Ｘ光用
-無孔寬度不超過 105 公厘之其他膠捲：
3702.31--彩色感光用（多色）
3702.32--其他含鹵化銀乳液者
3702.39--其他
-無孔寬度超過 105 公厘之其他膠捲：
3702.41--寬度超過 610 公厘及長度超過 200 公尺，供彩色感光者（多色）
3702.42--寬度超過 610 公厘及長度超過 200 公尺，供彩色感光用者除外
3702.43--寬度超過 610 公厘及長度超過 200 公尺者
3702.44--寬度逾 105 公厘但不超過 610 公厘者
-供彩色感光用之其他膠捲（多色）：
3702.52--寬度未超過 16MM 者
3702.53--寬度超過 16 公厘但未超過 35 公厘及長度未超過 30 公尺，供幻燈片用者
3702.54--寬度超過 16 公厘但不超過 35 公厘及長度未超過 30 公尺，供幻燈片用者除外
3702.55--寬度超過 16 公厘但不超過 35 公厘及長度超過 30 公尺者
3702.56--寬度超過 35 公厘者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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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2.96--寬度不超過 35 公厘及長度不超過 30 公尺者
3702.97--寬度不超過 35 公厘及長度超過 30 公尺者
3702.98--寬度超過 35 公厘者
本節包括：
（A）任何材料製成的捲照相膠捲（紙、紙板或織品除外）。
感光照相膠捲（平面裝除外），未曝光者。
多為聚對苯二甲二乙酯、賽璐珞或類似之彈性材料，通常供多次拍攝之用。本節不包括紙質膠捲（紙
質膠捲用以製負片）、紙板或織品膠捲（第 37.03 節）。
屬本節之膠捲，無論是否打孔均應有背紙或其他適當包裝以防止光線者。
本節包括：
（1）電影膠捲，其標準寬度為 35，16，9.5 或 8 公厘者。
（2）捲裝的「靜止」攝影機膠捲。
照相膠捲未經切割為可用尺寸而仍可分級者也包括於本節。
如第 37.01 節所述之照相版，此種軟片可作為業餘、專業級照相製版、科學照相、輻射線照相等目的的
應用，如為Χ光的膠捲通常為雙面塗佈感光層者。
使用在光電錄音的感光膠捲，也列屬本節之內。
（B）立即沖印膠捲。
立即沖印膠捲，可快速沖洗完成的正片照片，這些膠捲為以任何材料如賽璐珞、聚對苯二甲二乙酯或
塑膠、紙、紙板、織品（負片）製成的感光膠捲與特殊處理紙帶（正片）及顯影劑所組成。
但是，立即沖印可感光膠捲平面裝未曝光者不包括在內（第 37.01 節）。
本節不包括：
（a）平面裝的未曝光照相版及膠捲（第 37.01 節）。
（b）不感光的塑膠膠捲（第三十九章）。
（c）已製成的未錄音膠捲，供機械式錄音者（第 85.23 節）。

37.03-未曝光之感光性照相紙、紙板及紡織品。
3703.10-寬度超過 610 公厘捲裝包裝者
3703.20-其他，供彩色感光用者（多色）
3703.90-其他
本節包括一切未曝光的感光性平面裝或捲裝相紙、紙板、紡織品。
因此本節包括：
（1）紙、紡織品用以產生正照相影片者，可使用在業餘、專業照相、ｘ光照相、電子心跳描計圖、記錄、照相
拷貝等工作者。
（2）被稱為紙「版」與「軟片」，在相機中用以曝光製成之負片者。
（3）塗有鐵氰化物、亞鐵五倍子鹽等感光紙，用以製藍圖者。
本節不包括：
（a）未曝光的感光性平面裝或捲裝的立即沖印膠捲（第 37.01 或 37.02 節）。
（b）已拍攝但仍未沖洗的感光紙、紙板或紡織品（第 37.04 節）。
（c）已準備但仍未感光化的感光紙、紙板或紡織品,如紙面塗佈蛋白素、白明膠、硫酸鋇、氧化鋅者（第四十八
章或第十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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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己曝光之相紙、紙板或紡織品（第四十九章或第十一類）。

37.04-己曝光但未顯影之照相版、軟片、紙、紙板及紡織品。
本節中包括照相版、軟片、紙、紙板、紡織品歸屬於第 37.01、37.02 或 37.03 節者，這些雖已曝光但仍未顯
影，可被製為負片或正片（不論是否能反轉）。
已顯影之照相版、軟片、紙、紙板、紡織品（第 37.05、37.06 節第四十九章或第十一類）。

37.05-已曝光及已顯影之照相版及軟片，電影軟片除。
3705.00-已曝光及已顯影之照相版及軟片，電影軟片除外
本節包括第 37.01 或 37.02 節已曝光並顯影的照相版與軟片，若有孔者為供複製或放映靜止之影像用。本節包
括負片及正片；後者因是透明的有時又稱為透明正片。
本節又包括透明性的顯微拷貝（顯微膠片）。
本節包括漸層的半色調底片接觸網目屏，它包含許多成方格形的點，其它屏則由照相而得，用於圖形藝術者。
本節不包括：
（a）使用在電影放映機以產生活動影像的已顯影軟片（第 37.06 節）。
（b）已顯影的相紙、紙板或紡織品（第四十九章或第十一類）。
（c）已準備好做印刷用的已顯影照相版如作為平版複製用（第 84.42 節）。

37.06-已曝光及已顯影之電影軟片，不論是否併合聲帶或僅為聲帶者均在內。
3706.10-寬度為 35 公厘或以上者
3706.90-其他
本節中包含已顯影的標準或標準以下寬度的電影軟片，供電影放映用之負片或正片，只含有可視影像或含可
視影像與聲帶（光電錄音或非光電錄音如磁性錄音者）。
本節也包含已顯影的標準或標準以下寬度的負片或正片電影軟片，不含可視影像，而只有一或數條聲帶。若
只有單條聲帶者須為使用光電法錄音，若為一條以上的聲帶者，可含磁性聲帶，但其中至少有一條是光電法錄音
者。光電法所錄製之聲帶為一窄小的帶狀影像，由此可複製聲音的振動。
聲帶若只用光電法以外的方法（如機械雕刻或磁性記錄）產生者不包括在本節中（第 85.23 節）。

37.07-供照相用化學製品（凡立水、膠、接著劑及類似品除外）
；供照相用之未經混合產品，已
作成劑量或零售包裝立即可用者。
3707.10-感光乳液
3707.90-其他
如下文的（A）及（B）所述，本節包括直接使用在照相影像的製作方面的製品。這些製品包括：
（1）乳液（參閱本章註解總則）。
（2）顯影劑用以使隱藏之照相影相變為可視影像（如對苯二酚、苯磷二酚、連苯三酚、菲尼酮、對一Ｎ一甲甲
氨基羥基苯磺酸鹽以及其衍生物）。本節也包括使用在靜電複製文件用之顯影劑。
（3）定影劑用以使顯影之影像成為永久性影像（如硫代硫酸鈉、亞硫酸氫鈉、硫代硫酸銨、硫氰酸銨、硫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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鈉、硫氰酸鉀）。
（4）增厚劑及減薄劑用以增加或減少影像的強度（例如，重鉻酸鉀、過硫酸銨）。
然而在此應該注意的, 既使進口時作攝影使用且已具劑量或可立即使用之零售包裝的氯化汞，仍被歸
入第 28.52 節。
（5）調色劑用以改善影像色彩之用（如硫化鈉）。
（6）潔淨劑用以除去顯影、定影時所產生的污點（如鉀礬）。
本節也包括如下文（A）及（B）所述的閃光燈材料，通常由鋁或鎂質的粉末、粒狀、箔片片狀材料所構成，
有時也混入其他物料以促進燃燒。
以上所舉的製品當它們有下列因素之一時，才包含於本節：
（A）單一物質時：
（i）劑量包裝，即均分為適用之數量，例如，製成供一次沖洗用的片、小包裝粉劑。或
（ii）裝為零售用小包裝，並標有立即用於攝影方面的說明，不論其說明是用標籤、說明書或其他方式表示
（例如使用指引等）。
單一物質包裝如在上述之外者，須依其性質分級（如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的化學製品，第十五類的金
屬粉未）。
或（B）混合或調合二種或二種以上物質供照相用製劑，此類製劑仍然包含在本節之內，不論其為散裝或小包裝，
亦不論是否供零售之用。
本節不包括：
（a）輔助性產品非直接使用於產生照相影像、藍圖等（例如固定照片的膠、正片或負片用的保護及上光用凡立水、
修描用漆、鉛筆等）。
（b）照相用閃光燈泡（第 90.06 節）。
（c）第 28.43 至 28.46 節（例如，貴金屬的鹽類或其他產品）及第 28.52 節所述的產品，不論如何包裝，也不論何
種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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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產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符合化學定義之個別元素或化合物，但下列者例外：
（1）人造石墨（第 38.01 節）；
（2）第 38.08 節所列之殺蟲劑、殺鼠劑、殺黴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物生長調節劑、消毒劑及類似
產品；
（3）產品供作滅火器充填藥或滅火彈配藥用者（第 38.13 節）；
（4）下列章註 2 所述之檢定參照物；
（5）下列章註 3(a)或 3(c)所述之產品。
（b）化學品與食料或其他有營養價值之物質之混合物作為人類食物之調製品（一般列入第 21.06 節）。
（c）含金屬、砷或其混合物且具有第 26 章（第 26.20 節）章註 3（a）或 3（b）條件之熔渣、灰末及渣滓（包
括污泥，但污水下水道污泥除外）；
（d）醫藥品（第 30.03 或 30.04 節）。
（e）可供提煉卑金屬或製造卑金屬化合物用之已用完觸煤（第 26.20 節）、主要用於回收貴金屬已用完之觸
媒（第 71.12 節）或由金屬、金屬合金所組成細粉狀或編織成網狀之觸媒（第十四或十五類）。
2.─（A）第 38.22 節所稱的「檢定參照物」係指附有證書之參照物，而證明書上指明證明屬性之數值、用來測定
該數值之方法，及關係每一相關數值之確信度，且該參照物可適合供分析、校正或參考用。
（B）除第 28 或 29 章之產品外，為檢定參照物之分類，第 38.22 節將比本稅則分類之其他節更優先歸列。
3.─第 38.24 節包括非屬於本商品分類任何其他稅則號別之下列貨品：
（a）氧化鎂或鹼金屬鹵化物或鹼土金屬鹵化物之培養晶體（光學原件除外）每顆重量不低於 2.5 公克者；
（b）雜醇油；狄柏而油；
（c）零售包裝之脫墨劑；
（d）零售包裝之蠟紙修正液，其他修正液和修正帶（第 9612 節除外）；以及
（e）可熔性燒窯示溫器（例如賽格圓椎）。
4.─整個稅則分類中，「都市廢棄物」係指來自家庭、旅館、餐廳、醫院、商店、辦公室等收集的各種廢棄物，
及道路、人行道之清掃物，以及營建及拆除工程的廢棄物。都市廢棄物通常包括廣泛的種類，例如塑膠、橡
膠、木材、紙、紡織品、玻璃、金屬、食物、破損家具以及其他損壞或丟棄的物品，但不包括：
（a）自廢棄物中所分離之個別物質或物品，諸如塑膠、橡膠、木材、紙、紡織品、玻璃或金屬之廢料及耗損
電池，應歸入本稅則分類適當節者；
（b）工業廢棄物；
（c）第 30 章章註 4（k）所述之廢棄醫藥品；或
（d）下列註 6（a）所述之醫療廢棄物。
5.─第 38.25 節所稱之「污水下水道污泥」係指由都市放流水處理廠所產生之污泥，包括預處理之廢棄物、清洗的
污物及未安定之污泥，但適合用作肥料的安定化污泥除外（第 31 章）。
6.─第 38.25 節所稱之「其他廢棄物」適用於：
（a）醫療廢棄物，即指源自醫學研究、診療或其他醫學、外科、牙科或獸醫所得之受污染廢棄物，其經常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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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菌、藥物且須特別程序處理者（例如：沾污的傷口包紮物、用過的手套、用過的注射器）；
（b）廢的有機溶劑；
（c）廢棄之金屬浸洗液、液壓油、剎車油及抗凍液；及
（d）化學或相關工業的其他廢棄物。
但「其他廢棄物」並不包括主要含石油類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的廢油（第 27.10 節）。
7.- 第 38.26 節所謂「生質柴油」係指衍生自動植物油脂（不論是否使用過），供燃料用之脂肪酸單烷基脂。
。
。。

目註：
1、 第 3808.52 目及第 3808.59 目僅涵蓋第 3808 節貨品，含有一種或多種以下物質：拉草(ISO)；得滅克(ISO)；阿特
靈(ISO)；谷速松(ISO)；樂殺蟎；毒殺芬(ISO)(氯化茨烯)；四氯丹(ISO)；氯丹(ISO)；克死蟎 (ISO)；克氯苯(ISO)；
滴滴涕(ISO)(DDT) (INN), 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地特靈(ISO，INN)；4,6 二硝基鄰甲酚（DNOC（ISO））
或其鹽類；達諾殺(ISO)、其鹽類及其酯類；安殺番(ISO)；二溴乙烯(1，2-二溴乙烷) (ISO)；二氯乙烯(1，2-二
氯乙烷)(ISO)；氟乙醯氨(ISO)；飛佈達(ISO)；六氯苯(ISO)；1,2,3,4,5,6-六氯環己烷(HCH (ISO)),包括靈丹(ISO,INN);
汞化合物；達馬松(ISO)；亞素靈(ISO)；環氧乙烷(氧化乙烯)；巴拉松(ISO)；巴拉松-甲基(ISO)(甲基-巴拉松)；
五溴二苯醚及八溴二苯醚；五氯苯酚(ISO)、其鹽類及其酯類；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類；
全氟辛烷磺醯氟；福賜米松(ISO)；2,4,5-T (ISO)(2,4,5-三氯苯氧乙酸)、其鹽類及其酯類；三丁基錫化合物。
第 3808.59 目亦包括含有免賴得（ISO）、加保扶（ISO）、得恩地（ISO）三者混合的粉劑配方。
2、 第 3808.61 目至第 3808.69 目僅涵蓋第 38.08 節貨品，含有：亞滅寧(ISO)、免敵克(ISO)、畢芬寧(ISO)、克凡派
(ISO)、賽扶寧(ISO)、第滅寧(INN, ISO)、依芬寧(INN)、撲滅松(ISO)、賽洛寧(ISO)、馬拉松(ISO)、亞特松(ISO)
或安丹(ISO)。
3、 第 3824.81 目至第 3824.88 目僅涵蓋含有一種或多種以下物質之混合物及調製品：環氧乙烷(氧化乙烯)、多溴聯
苯(PBBs)、多氯聯苯(PCBs)、多氯三聯苯(PCTs)、三（2,3-二溴丙基）磷酸鹽(ISO)、阿特靈(ISO)、毒殺芬(ISO)(氯
化茨烯)、氯丹(ISO)、十氯酮(ISO)、滴滴涕(ISO)(DDT (INN)，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地特靈(ISO，INN)、
安殺番(ISO)、安特靈(ISO)、飛佈達(ISO)、滅蟻樂(ISO)、1,2,3,4,5,6-六氯環己烷(HCH (ISO)),包括靈丹(ISO,INN)、
五氯苯(ISO)、六氯苯(ISO)、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類、全氟辛烷磺醯氟或四溴二苯醚,五溴
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二苯醚或八溴二苯醚。
4、 第 3825.41 及 3825.49 目所稱之「廢有機溶劑」係指主要含有機溶劑之廢棄物，不適合再做原產品使用，不論
是否供回收溶劑者。

總

則

本章包含了許多化學及其相關之產品。
本章不包括符合化學定義之個別元素或化合物（通常這些是歸類於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但下列各項例外：
（1）人造石墨（第 38.01 節）。
（2）第 38.08 節所列之殺蟲劑、殺鼠劑、殺黴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物生長調節劑、消毒劑及類似產品；
（3）產品供作滅火器配藥或滅火彈配藥用者（第 38.13 節）；
（4）培養晶體（光學原件），每顆重量不少於 2.5 公克，為氧化鎂或鹼土金屬鹵化物或鹼土金屬鹵化物培養而成
者（第 38.24 節）。
（5）零售包裝之脫墨劑（第 38.2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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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闡釋本章章註一（b）「食料或其他有營養價值之物質」原則上包括從第一類到第四類之 可食用產品。
「食料或其他營養價值之物質」也包括某些其他產品，例如在食物調製品中作為礦物質補充劑之第二十八章產
品，第 29.05 節之糖醇，第 29.22 節之必需胺基酸，第 29.23 節之卵磷脂，第 29.36 節之維生素原和維生素，第 29.40
節之糖類，第 30.02 節作為食物調製品之動物血液分離物，第 35.01 節之酪蛋白和酪白蛋酸鹽，第 35.02 節之白蛋
白，第 35.03 節之可食用白明膠，第 35.04 節之可食用蛋白質，第 35.05 節之糊精和其他可食用之改質澱粉，第 38.24
節之山梨醇，第三十九章之可食用產品（諸如第 39.13 節之支鏈澱粉和直鍵澱粉）。應注意的是這些上列產品只
是簡單例舉，不應視為涵蓋全部範圍。
混合物中不能僅因含有「食料或其他有營養價值之物質」，即依據章註一（b）將混合物排除歸列第三十八
章。具有僅為附帶功能而視為化學產品之營養價值的物質，例如，作食品添加物或加工助劑，則不可視為本章註
所稱的「食料或其他有營養價值之物質」。依據章註一（b）要旨不得歸列第三十八章之混合物，係指用於配製
人類食料者，及被評估具有營養價值者。

38.01-人造石墨；膠體或半膠體石墨；以石墨或其他碳為基料之調製品呈膏狀、塊狀、片狀或
呈半製品狀者。
3801.10-人造石墨
3801.20-膠體或半膠體石墨
3801.30-供電極用碳膏及供爐壁用類似膏狀物
3801.90-其他
（1）人造石墨（電石墨）是一種碳的同素異性體，通常是在電熔爐中將磨細的焦炭（普通是用石油焦炭，但有
時也用無煙煤焦炭，蒸餾焦炭，瀝青焦炭等等）與含碳質粘合物（例如瀝青或焦油）混合加熱到相當的高
溫（2500 至 3200℃），以保證混合物在其本身所含的觸媒（矽石或氧化鐵）催化作用下完成「石墨化」。
這些混合物首先在壓力下被擠壓或鑄成橫斷面為方形或圓形的長塊狀；這些塊狀物可以先以約一千度攝氏
溫度預燒，然後再石墨化，或是直接送去石墨化處理。
如此處理得到的產品，其比重應為 1.5～1.6 之間，並具有均勻的微結晶體構造，可用Χ光檢查證明其為
石墨，化學上的分析則可進一步證明其為石墨（利用石墨酸之沈澱物）。
除了一般級的人造石墨外，尚包括：
（a）核能級人造石墨，這是一種特殊製造的人造石墨，含有不超過百萬分之一的硼和每原子不超過 5 毫靶
-24

安(0.005×10

平方公分)之總熱中子吸收顯微核截面。這種級之石墨的灰含量很低（不超過百萬分之二

十），在核子反應器中用做減速材料或反射物。
（b）含浸處理或不滲透性人造石墨，這種人造石墨為了增加其比重或對氣體的不透性，首先將其浸在一個
裝有焦油、樹脂、糖或其他有機產品等溶液之真空容器中，再煆燒使這些添加物裡的碳質剩餘物石墨
化。
這種含浸處理可反覆數次，以便獲得較高的比重（1.9 或是更大）或是較佳的不滲透性。含浸處理的人
造石墨也可能是屬於核級者。
本節之人造石墨通常是呈粉末狀、鱗片狀、塊狀、板狀、條狀、棒狀等形狀。塊狀和板狀在切割及高
度磨光處理後被用作為電刷或其他的電氣工業用碳製品（第 85.45 節所列)或為核子反應器的零件。
本節也包括僅適於回收人造石墨用的碎屑、廢料以及磨損成品。
本節不包括：
（a）天然石墨（第 25.04 節）。
（b）乾餾碳（或氣化碳）有時被誤稱為「人造石墨」（第 27.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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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表面經加工、磨光、切割成特定形狀、車床加工、鑽研或粉碎等處理過的人造石墨，或已製成成品者。
若用於非電器目的者，一般歸類於第 68.15 節（例如過濾器，圓盤，軸承，模子，耐酸磚等）；若用
於電器目的者則列於第 85.45 節。
（d）耐火物品，如陶瓷般經烘燒的，而以人造石墨為基料者（第 69.02 或 69.03 節）。
（e）含有銀粉成塊狀、板狀、條狀及類似半製品之人造石墨（第 71.06 節）。
（2）膠體或半膠體石墨
（a）膠體石墨，由精細之天然或人造石墨粉在水或其他介質（如酒精、礦物油）中之懸膠液構成。可加少
量其他產品如丹寧或氨使懸浮穩定。膠體石墨通常為半液態狀，主要用為製造潤滑劑的生產原料或是
利用其高導電性。
（b）半膠體石墨（即懸浮於水或其他介質中之半膠體石墨）。半膠體石墨可做為石墨油的原料或用於形成
石墨化表面。
本類僅包括以石墨為基料的石墨在任何介質中的膠體或半膠體懸浮液。
（3）以石墨或其他膏狀的、塊狀的、板狀的碳或半成品為基料的配製品。
（a）碳塊、碳板、碳棒以及含有金屬石墨或其他等級石墨的類似半成品。
這些項目包含以碳材料（單獨或與其他物質之化合物）為基料的塊狀、板狀等之半製品，常用以
製造電器或電器工業機械及器具用的“碳刷”。他們一般有如下之型式：
（i）在溫度 1000℃至 1200℃不足以產生真「石墨態」下燃燒焦碳細粒或燈黑和天然或人造石墨粉末
與含碳粘合物如瀝青或焦油等混合物而得的“碳”。
由此而得到的這些產品的結構是不均勻的；顯微觀察看出為石墨粒及無定形碳微粒之混合
物，在化學分析上其石墨酸沈澱物乃較由人造石墨所得者為差。
（ii）金屬石墨級混合物，由類似燒結方法（凝聚、模造和燒製），從石墨粉與卑金屬粉（銅、鎘或
他們之合金）混合而得。它們含金屬成份範圍由 10～95％。
（iii）由天然或人造石墨粉與塑膠混合鑄造之製品。
這些塊狀或板狀，特別是從上述而得之金屬均一般規格約在 200×100×35 mm 或 150×70×30mm。它
們主要被用在切割和高度機械加工後（極細的容許差和相當的表面整修）去製造屬於第 85.45 節之電
氣刷子。
上述所談之半製品，當它們含有銀粉時，則被歸類於第 71.06 節，本節亦不包括被切割成特殊形
狀、經表面加工、表面整修之石墨塊（通常為第 68.15 或 85.45 節）和以無定形碳或天然石墨為基料且
經如陶瓷般燒製的耐火物品（第 6902 或 6903 節）。
（b）電極碳膏，這些產品主要組成為無煙煤和煤焦油瀝青（其功用似為粘合劑）的一種混合物。它們通常
被做成一小塊狀，塞進一金屬容器上部內，當曝置於熱氣中即變軟。他們即在此容器內部模造成電爐
用之環形電極，這樣就不需停爐來作耗損及預製電極的更換。此類中最著名之化合物為「蘇爾格漿」。
相似之膏被用於製造就原地硬化的爐襯。
這類亦包括膏狀石墨，為石墨粒（大都超過 5 微米）與礦物油之混合物，並且很適合用於重機械
表面處理或用以製造石墨滑脂。

38.02-活性碳；活性天然礦產品；動物炭煙，包括已耗之動物炭煙在內。
3802.10-活性碳
3802.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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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活性碳、活性天然礦產品
碳和礦物質當他們表面結構被適度的加以處理改變（用熱、化學品等）被稱為活性，仍為了使他們適合於特
定之目的如脫色、氣體或水份吸收，觸媒，離子交換或過濾。
此項產物可分成兩大類：
（I）通常由具有一非常大比表面（每克具有數百平方米），且具有凡德瓦爾鍵（物理吸附）或能被有機或無機分
子飽和的游離化學鍵（化學吸附）為特性的產品。
這些產品乃由存有天然雜質或外加其他物質之某些植物或礦物質（粘土，鐵礬土等）經化學或熱處理
而得。這種處理促使此基本物質結構改變，並使比表面隨之增大，因此結晶體物質由於不同價之原子插入
或取代而導致晶格的畸變。這些游離的原子價能使質子或中子凝聚於物質表面，使產品變成活性，例如化
學吸附劑，觸媒或離子交換劑。
（II）一般由具有較小比表面（1～100 ㎡/g）之產品。雖然它們一般具有高電荷密度，這些產品並無顯著的吸附
能力，因此不是脫色劑。另一方面在水溶液懸浮液中它們能與膠體物質相互產生很強的靜電作用，助長或
抑制膠體的凝結，因而很適合作為過濾劑。
這類型產品一般可由適當的熱處理而得，煆燒過程中當有鹼性物質存在有時會促進表面電荷的形成。
本節包含：
（a）活性碳：通常在蒸氣、二氧化碳或其他氣體存在下高溫熱處理植物炭、礦物炭或其他炭（木碳、椰子
穀炭、泥煤、褐煤、焦炭、無煙煤等）而得（氣體活性），或藉乾式煆燒浸於特定化學溶液之纖維素
物質（化學活性）。
活性碳通常為一微細粉末，作為許多工業上（製糖或葡萄糖製造，油或酒工業，醫藥等等）之液
體脫色劑。粉狀則被用於蒸氣吸附（例如乾洗過程中回收揮發性溶劑，使苯由煤氣中移去）、水或空
氣之純化、毒氣之防護、觸媒作用或電解時消除電極上之沈積氣體（去極劑）。
（b）其他活性天然礦產品，如
（1）活性矽藻：包含矽藻土或其他精選矽質化石土，如必要時藉酸類去石灰質，與燒結劑如氯化鈉
或碳酸鈉鍛燒然後藉適當方法碾碎分級。但矽藻土煆燒不用添加燒結劑，不包含於此（第 25.12
節）。
（2）特定之火山岩礦，如真珠岩，它研細後在一非常高的火焰（1000 ℃以上）加熱處理，然後再被
磨研分級。活性真珠岩形狀為一非常耀眼之粉末，在顯微鏡下試驗它看起來為非常薄之透明薄
片具有曲線表面。
上述（1）和（2）列舉之兩種型式產品，其具有極小的表觀比重，主要被引用在化學品配
製上或醫藥品產製上（尤其是抗生素）、製糖或葡萄糖、飲料製程、過濾水等作為過濾劑。
（3）活性粘土和活性土，這些包含選出之膠狀粘土或活性白土，按它做使用之意圖，藉酸或鹼進行
活性處理，乾燥然後磨碎製成。當利用鹼活性化時，它們為乳化劑，分散劑或凝聚劑，特別被
用於製造上磨光或清潔配製品，並且由於它們具膨脹的特質，用為改善鑄砂和鑽礦泥。為藉酸
活性化時，它們主要被用於動植物油或礦油、脂肪或臘之脫色。
（4）活性鐵礬土，鐵礬土一般藉鹼或適當之熱處理活性化。主要用為催化劑，除濕劑和脫色劑。
本節不包括：
（a）未經改變表面結構處理的天然活性礦產品（如漂白土等）（第二十五章）。
（b）活性化學品，如活性氧化鋁（第 28.18 節）、活性矽膠（第 28.11 或 38.24 節）、人造沸石離子交換劑（第
28.42 節或，如含有粘著劑者，第 38.24 節）和磺化焦炭離子交換劑（第 38.24 節）。
（c）具有藥劑特性之活性炭（第 30.03 或 30.04 節），或分裝供零售用為冰箱、汽車等用作脫臭劑的活性炭（第
33.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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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化學品（如金屬氧化物）固定於活性物質載體（如活性炭或矽藻土）上構成的觸媒（第 38.15 節）。
（e）呈輕質球形顆粒狀之膨脹真珠岩。（第 68.06 節）。

（B）動物炭煙，含已耗動物炭煙
本類包括不同種類動物碳化所得之物質，尤其是：
（1）骨炭煙：由去脂骨頭在一密閉器內煆燒而得。它是一種多孔的黑色產品，純碳含量很低（約為重量之 10～
20％，如與酸處理則含碳量較高）。它為一種粉狀、粒狀、糊狀或具骨狀之片或原來用以調製骨碳煙之骨
頭原狀。骨炭煙為一種脫色劑，廣被用於許多工業，尤其是製糖工業，亦可用作黑色顏料，例如製造墨水
或擦光劑用之黑色素。
已耗骨炭煙通常用作肥料和用於製造黑色顏料。
（2）血炭煙：於密閉器中煆燒乾血而得。一般用為脫色劑。
（3）象牙炭煙：煆燒象牙廢料而得。此產品一般為非常細柔之黑色粉末或呈不規則狀之小錐狀，通用於藝術品
著色。
（此項象牙炭煙有時被稱為特級之骨炭煙。）
（4）皮炭煙、角炭煙、蹄炭煙、龜甲炭煙等。

38.03-松脂油，不論是否已精製。
松脂油（有時稱為液體松脂）乃由鹼法或更特別地藉硫酸鹽法製造木漿殘留之黑液而得。當此液體被倒進沈
澱槽時在它表面形成泡沫質。當此泡沫質被加熱和酸化（通常用稀硫酸）後可得到粗松脂油。
粗松脂油為一種深棕色半流體狀，是脂肪酸（主要為油酸：亞麻仁油酸和他們異構物）、樹脂酸（尤其是松
脂類）和較少量之非皂化產品（固醇，高級醇和各種雜質）之混合物，依原木性質不同而比例不同。
精製松脂油乃經由低壓蒸餾粗松脂油（蒸餾松脂油）或藉其他方法（如用特選之溶劑或活性土處理）。它為
一種帶黃色之液體，主要含有脂肪酸和樹脂酸。
松脂油被用於配製路面乳膠、普通肥皂、金屬肥皂之乳化液、紡織或製紙工業用為濕潤劑和乳化劑、乾性油
用為製造凡立水、油漆和固化亞麻仁油、金屬加工用油、消毒劑或乳香樹脂等。它亦被用為橡膠之塑性劑並且亦
為松脂油脂和活性樹脂酸之一種來源。
本節不包括：
（a）皂化松脂油是由鹼（氫氧化鈉或氫氧化鉀）中和已蒸餾的松脂油而得（第 34.01 節）。
（b）由鹼法或硫酸鹽法製造木漿而得之殘留液，不論是否濃縮和由這些液體在沈澱槽分離所得之泡沫質（第 38.04
節）。
（c）松脂油樹脂酸，主成份為由松脂油脂肪酸分離而得之樹脂酸混合物（第 38.06 節）。
（d）硫酸鹽瀝青（松脂油瀝青），松脂油蒸餾之殘留物（第 38.07 節）。
（e）含 90％或以上（以乾產品重量計算）脂肪酸的松脂油脂肪酸，由真空分餾或或其他方法從大多數松脂油樹
脂酸分離出來的（第 38.23 節）。

38.04-製造木漿所產生之殘餘鹼水，不論是否已濃縮、去糖份或經化學處理者均在內，包括磺
化木質素，但不包括第 38.03 節之松脂油。
本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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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亞硫酸鹽法製造木漿之殘餘鹼水，不論是否濃縮，脫糖或經化學處理。亞硫酸鹽鹼水濃縮物主要含木素
磺酸鹽與糖和其他產品。通常它為一種黏稠液體，黏稠褐色膏狀物，黑色塊狀物具有似玻璃斷面者（此種
情況，有時亦被稱為亞硫酸鹽瀝青或纖維瀝青）或為一種乾燥粉末。
濃縮亞硫酸鹽鹼水被用為壓塊燃料或鑄心之黏合劑，或用以配製膠水，浸染劑，殺菌劑，鞣酸或製造酒精
等。
本屬亦包括磺化木質素，通常由亞硫酸鹽鹼水沈澱而得。磺化木質素被用為粘著劑成分、分散劑、水
泥混合劑或鑽井泥漿添加物。
（2）由蘇打法或硫酸鹽法製造木漿所得之殘餘鹼水，不論是否濃縮，去糖或經化學處理（包括在沈澱糟內由這
些鹼水表面形成之泡沫質）。這些鹼水通常為黑色，為松脂油的來源，有時被用以製造氫氧化鈉。
本節不包括：
（a）氫氧化鈉（第 28.15 節）。
（b）松脂油（第 38.03 節）。
（c）硫酸鹽瀝青（松脂油瀝青）（第 38.07 節）。

38.05-膠、木餾或硫酸鹽之松節油及以蒸餾或以其他方法處理針葉林所產生之其他萜烯油類；
粗製二戊烯；亞硫酸鹽松節油及其他粗製對異丙基甲苯；以萜烯醇為主要成分之松油。
3805.10-膠、木餾或硫酸鹽松節油
3805.90-其他
本節主要包括豐富之松油精族（松油精，β一松油精，檸檬油精類等）之產品，由針葉樹分泌物或具樹脂之
松柏科木材獲得。
這些產品有：
（1）從松樹或其他針葉樹（冷杉類，落葉松類等）分泌之樹脂油（松節油）經蒸餾（一般用蒸氣萃取）而得之
揮發性產品。有些國家中這些產品被稱為「松節油樹膠精」。而另一些國家「松節油精」一詞專指沸點和
密度在一定範圍用之揮發性產品仍係由活松樹分泌之新鮮油脂經蒸餾所得到。
它們均為流動的無色液體，不溶於水，具高折射率和刺鼻的氣味。它們被用為溶劑，尤其是在製造凡
立水、油漆或亮光漆，配製醫藥、製造合成樟腦、水合松脂，萜烯醇等。
（2）木質松節油、硫酸鹽松節油和其他萜烯油，係由蒸餾或其他方去處理針葉樹木而得。
（a）木質松節油，是具最高揮發性之產品，用蒸氣蒸餾或乾餾殘樹枝或其他富樹脂之松樹而得。
（b）硫酸鹽松節油為一揮發性萜烯的副產物，係為製木漿時用硫酸鹽處理樹脂木材所得者。
本段中所提及之產品為富含松烯之液體，其目的如同樹脂油分泌出之松節油，尤其於配製凡立
水、油漆等被用為溶劑。
（3）粗製二聚戊烯是一種萜烯油（含有 80％以上之二聚戊烯），由分餾木質松節油，或由製造合成樟腦之副產
物而得，純粹或商用純二聚戊烯分類在第 29.02 節。
（4）亞硫酸鹽松節油，為一種揮發性黃色液體，係由製造亞硫酸鹽法製造木漿之副產品而得。它為含少量之萜
烯和其他產品的粗製對異丙基苯甲烷。本節亦包括所有粗製對異丙基苯甲烷，不論其來源為何。
（5）松油，為藉蒸氣蒸餾或分解蒸餾產生木質松節油後所得之分餾產品，亦可由化學合成法（如：α-蒎烯的化
學水解）獲得。本節只包括以α-萜品醇為主要成分之松油。松油為一種無色或琥珀色液體，富含萜品醇，
主要用於紡織工業的濕潤劑，用於製造凡立水、塗料、消毒劑和浮選法濃縮金屬礦砂。
本節不包含：
（a）純粹或商業上純萜烯碳氫化物、萜烯、萜烯醇和水合萜二醇。（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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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松節油，為第 33.01 節之一種精油。
（c）松香油（第 38.06 節）。

38.06-松香和樹脂酸及其衍生物；松香精及松香油；流動膠。
3806.10-松香及樹脂酸
3806.20-松香鹽、樹脂酸鹽、松香或樹脂酸衍生物之鹽類，松香加成物鹽類除外
3806.30-酯化膠
3806.90-其他
（A）松香和樹脂酸
松香和樹脂酸兩者基本上係由松脂酸和相關酸與少量之非酸性成分之複雜混合物所組成，通常為透明成玻璃
狀固體，其顏色因不純物含量之多寡而呈暗淡黃色至深棕色之不同變化。
松香和樹脂酸係由下述處理而得：
（1）在蒸餾來自松樹或其他針葉樹之分泌物的油樹脂物質（松香樹脂、海松脂、巴氏樹脂等）時，將其揮發性
萜烯產品（松節油精和類似的萜烯溶劑）加以分離而得。
（2）以溶劑萃取松木。
（3）分餾松脂油(Tall Oil)紙漿和造紙工業之一種副產品。
松香和樹脂酸被用於製造某種肥皂，供做紙的上漿料，並用於凡立水、磨光料、乳香、墨水、封臘、鑄心粘
合物，啤酒桶瀝青(brewers'pitch)等調製之用，並且用為下列（B）至（D）項衍生物和松香油製造用之原料。

（B）松香鹽、樹脂酸鹽、松香或樹脂酸衍生物之鹽，松香加成物鹽類除外
本組鹽類包括松香鹽、樹脂酸鹽及松香或樹脂酸衍生物之鹽，但松香加成物鹽類除外。鈉或鉀樹脂酸鹽類通
常用松香或樹脂酸粉與鈉或鉀之氫氧化物溶液煮沸而得。其他無機樹脂酸鹽類一般藉樹脂酸鉀或樹脂酸鈉溶液與
金屬鹽溶液沈澱而得（沈澱的樹脂酸鹽），或熔化松香或樹脂酸和金屬氧化物之混合物而得（熔化樹脂酸鹽）。
這些產品有如鋁、鈣、鈷、銅、錳、鉛或鋅樹脂酸鹽類。
樹脂酸鹽用於增加油脂之乾燥性俾用於製造凡立水或油漆、殺菌劑、消毒劑等。此類亦包括硬化松香，它係
由松香或樹脂酸加上例如氫氧化鈣（約 6％）而得，因而使之硬化而更適用於製造凡立水。
本節不包括：
（a）貴金屬樹脂酸鹽類（第 28.43 節）和第 28.44 至 28.46 節之樹脂酸鹽。
（b）樹脂酸鹽為基料之調製催乾劑（第 32.11 節）。
（c）皂化高脂肪酸和松香或樹脂酸之混合物所得之樹脂皂（第 34.01 節），和其他以樹脂酸鹽為基料之洗滌製劑
（第 34.02 節）。

（C）酯化膠
酯化膠係由以乙二醇、甘油或其他多元醇酯化松香或樹脂酸而得，或其氧化物、氫化物、歧化（脫氫）物或
聚合衍生物經酯化而得。這些酯化膠比天然樹脂更具可塑性，使它們更適合與顏料和其他物質混合。

（D）其他
（I）松香和樹脂酸鹽之衍生物
（1）氧化松香和氧化樹脂酸鹽通常得自針葉樹經砍斷後之殘枝久棄於地而其所含樹脂酸經自然氧化後經蒸
餾萃取時所得之剩餘產物。松香或樹脂酸亦可經人工氧化。氧化松香和氧化樹脂酸被用於粘膠、乳化
物、凡立水、墨水和電氣絕緣等製造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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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氫化松香和氧化樹脂酸，由於松香或樹脂酸與氫在催化劑存在下處理而得，它們較普通松香和樹脂酸
更具抗氧性，在日光作用下，亦較不易褪色，可用於製造凡立水、肥皂等。
（3）歧化（脫氫）松香和歧化（脫氫）樹脂酸，例如加熱松香或樹脂酸至中溫或在高溫下，藉酸性催化劑
而得；硫及硒也可作為催化劑，它們被用於製造凡立水等。
（4）聚合松香和聚合樹脂酸，乃用硫酸與松香或樹脂酸處理而得，特別是用於通常高粘性及穩定性之凡立
水。聚合松香及聚合樹脂酸的聚合度甚低，通常由二聚物及未聚合的酸組成，也可被視為二聚松香。
（5）松香或樹脂酸之一元醇酯，此類酯化物，它們包括所謂「樹脂酸酯」或「松脂酸酯」等。例如甲酯、
乙酯、苯酯和「氫化松香酸甲酯」，尤被用為纖維素之可塑劑。
（6）雙氫松香醇，四氫松香醇和去氫松香醇之混合物（「松香醇」）。
（7）松香化合物和其衍生物，松香或樹脂酸與反丁烯二酸，順丁烯二酸或其酐改質而得，用於製造醇酸樹
脂、松香膠和墨水。這些加合物隨後可用乙二醇、甘油或其他多元醇加以脂化。此類亦包括松香加合
物的鹽，如松香─順丁二烯或松香─反式丁烯之鹽類。
(Ⅱ)松香精和松香油
這些產品通常係由松香或樹脂酸經超高熱蒸氣並加入催化劑加以蒸餾，或用分解蒸餾而得，其主成份
為碳氫混合物並可能含有有機酸之複合物，其有機酸的含量依蒸餾條件而變化。
（1）松香精，為最具揮發性之餾分物，為一易流動性具刺鼻味之草黃色液體，在製造凡立水、油漆等時作
為樹脂之溶劑。
（2）松香油濃淡不一，顏色、品質亦不同（金色油、白油、綠色或棕色油）均具煙燻味。主要供潤滑劑、
切削油、印刷墨、油膏、凡立水、油漆等製造之用。
本節不包括：
（a）磺化松香油（第 34.02 節）。
（b）活松樹或其他活針葉樹分泌之含油樹脂經蒸餾而得之揮發性產品（第 38.05 節）。
（c）松香瀝青（第 38.07 節）。
（Ⅲ）流動膠
流動膠係由熱帶森林樹之含油樹脂分泌物，藉由所謂〝樹膠熔煉〞的加工方法製得，此種加工方法包
含將此分泌物加熱，使其溶於乾性油中，流動膠最普通的來源就是柯巴樹脂(copal)。

38.07-木焦；木焦油；木餾油；木油精；植物瀝青；釀造瀝青及以松香、樹脂酸或植物瀝青為
基料之類似製品。
本節包含由蒸餾（或炭化）樹脂的或非樹脂的木料而得之複合組成分之產品，在加工過程中除產生氣體外，
還產生得焦木液，木焦油和木炭，依天然木材種別和操作速度而得不同比例之產品。焦木液（有時稱為粗木醋酸），
它非國際商業上之商品，含有醋酸、甲醇、丙酮、少許呋喃甲醛和烯丙醇。本節亦包含所有種類之植物瀝青、啤
酒桶瀝青(brewers' pitch)和以松香、樹脂酸或植物瀝青為基料之類似化合物。
歸入本節之產品有：
（A）木焦；木焦油，不論是否脫去木餾油；木餾油。
（1）木焦，於木炭窯內炭化木材（針葉木或其他木）而得〔如 Swedish（瑞典式）焦油或 Stackholm（斯德
哥爾模式）焦油〕，或在甑或烘爐內蒸餾而得（蒸餾焦油）。後者可在凝結塔直接沈澱分餾焦木液（沈
澱焦油）或蒸餾焦木液其中部分被溶解（溶解焦油）。
部分蒸餾塔可藉更進一步的蒸餾而移去一些揮發性油亦歸類於本稅則號別中。
所有這類焦油均為碳氫化合物、酚或它們同系物、呋喃甲醛、醋酸和其他各種產品的雜合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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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焦由樹脂質木材獲得者與由非樹脂質木材所得者不同，前者尚包含有蒸餾樹脂產生之產品（萜
烯、松香油等），為稠狀產品，顏色介於棕橘色至棕色間。由簡單的脫水或部分蒸餾後的產品主要被
用於增韌船用電纜，在橡膠工業、製造乳香、醫藥等用為可塑劑。
焦油由非樹脂質木材獲得者為稠狀棕黑色液體，主要藉蒸餾或其他方法產製，可得各種副產品（木
餾油，鄰甲氧基酚等）。
凱力油（Cade Oil）亦稱為杜松子焦油，用於藥醫和肥皂製造，亦包含於本節中。
（2）木焦油，乃蒸餾木焦製得。其中的輕油（含脂肪族碳氫化含物、萜烯和較高級酮類）被用於製造羊用
藥浴水和農藝噴撒液，而重油（含脂肪族和芳香族碳氫化合物，較高級酮和較高級酚類）作為含木材
浸注物和萃取木餾油用。
脫木餾油係萃取木餾油後獲得，依他們的特性可用於浮選法以精選礦物、配製殺蟲劑及做為溶
劑、燃料等。
（3）木餾油，為木焦油之主要成份。通常由蒸餾非樹脂質木材所得之焦油，以氫氧化鈉處理、再酸化和再
蒸餾使之與其他成分分離而得。它們無色液體但受空氣和光之影響而呈色，有煙燻味，有腐蝕性，主
要被用於消毒劑和防腐劑。它決不能與雜酚油和礦物雜酚油混淆，因為它們被歸類於第 27.07 節。
（B）木油精，由加工焦木液而得，為黃色液體具焦臭味，通常含 70～90％甲醇（甲基醇）和不同比例之丙酮和
其他酮類（一般為 8～20％）和其他之不純物（乙酸甲酯、高級醇、焦油物質等）。某種型式之木油精被用
於乙醇之變性劑。
（C）植物瀝青
係蒸餾或處理其他植物材料後之殘留物。它們包括：
（1）木質瀝青（木焦瀝青），為蒸餾木焦之殘餘物。
（2）松香瀝青，係蒸餾松香提出松香精及松香油後之餘渣。
（3）硫酸鹽瀝青，為蒸餾松脂油後之殘餘物。
這些瀝青一般為棕黑色、棕紅色或棕黃色。它們一般遇手心熱即軟化。依它們的型態被用為塞填船縫、
編織物之防水塗料、木材浸注劑、防銹覆被、作為黏合劑等。
（D）以松香、樹脂酸或植物瀝青為基料的啤酒桶瀝青(brewers' pirch)和類似製品。
（1）啤酒桶瀝青(brewers' pitch)，通常加熱用於被覆啤酒桶。一般用混合熔融松香、石臘和松香油而得，或
混合熔融松香和植物油（如亞麻仁油，棉子油或菜子油）而得。
（2）補輟臘，為線紗和雙股線上臘用，用於縫補鞋子和馬具用品，正常組成為含松香、松香油、石臘、地
臘等之混合物，並且含粉狀無機物質（如滑石或高嶺土）。一般它為塊狀，棒狀或圓盤狀。
（3）塞填瀝青，被用於塞填船縫，一般由熔融木瀝青、木焦和松香混合而得。
本節不包括：
（a）天然白樹脂（亦稱為"Vosges 瀝青"）為一種天然樹脂由特定之針葉樹獲得，黃色瀝青係由天然白樹脂經熔融
過濾純化而得。（第 13.01 節）。
（b）硬脂瀝青、羊毛潤脂瀝青和甘油瀝青（第 15.22 節）。
（c）由焦煤、泥煤、石油等而得之礦物瀝青（第二十七章）。
（d）純品或商用純品的甲醇（甲基醇），或藉由再蒸餾或進一步處理木材蒸餾之原產品而得的符合化學定義之
化合物諸如醋酸、丙酮、鄰甲基酚、甲醛、醋酸鹽等（第二十九章）。
（e）封臘（第 32.14 或 34.04 節）。
（f）製造木漿殘留之鹼液（第 38.04 節）。
（g）琥珀樹脂質（Brais resinenx）（第 38.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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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8-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物生長調節劑、消毒劑及類似產品，已
定型或包裝供零售用，或調製品或成品者（例如經硫磺處理帶、殺蟲燈心及蠟燭、捕蠅
紙）
（+）。
-本章目註 1 所列特定物質：
3808.52--滴滴涕(ISO)(DDT(INN))，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包裝
3808.59--其他 3808.50-本章目註 1 所列特定物質
-本章目註 2 所列特定物質：
3808.61--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包裝
3808.62--淨重超過 300 公克但不超過 7.5 公斤之包裝
3808.69--其他
-其他：
3808.91--殺蟲劑
3808.92--殺菌劑
3808.93--除草劑、抑芽劑及植物生長調節劑
3808.94--消毒劑
3808.99--其他
本節包含一系列之用於消滅病理學上之細菌、害蟲（蚊子、蛾、科羅拉多甲蟲、蟑螂等）、蘚苔霉、雜草（菸草）、
齧齒類動物，野鳥等之產品（但不包含醫藥品類含獸醫藥品一第 30.03 或 30.04 節）。用於驅除害蟲或用為
消毒種子之產品亦分類於此。
這些殺蟲劑、消毒劑、除草劑、殺菌劑等使用上乃藉噴灑，撒粉，撒佈，覆被，浸注等，需要時也可供燃燒
用。它們藉神經毒性，胃毒性，窒息性或氣味等而達到它們的效果。
本節亦包含抗萌產品和植物生長調節劑，用為阻止或促進植物生理學上的過程。它們應用之方式和它們由破
壞植物到增強生長元氣和改善收獲年之效果範圍均不相同。
這些產品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歸入本節：
（1）製成零售包裝（如金屬容器或紙箱）作消毒劑、殺蟲劑等用或其形狀已明顯表明通常供零售用（例如：球
形、球串、錠或片狀）。
如上這些包裝法之產品可為或非為混合物。未混合的產品主要為符合化學上定義之產品，如非如此包
裝應歸入於第二十九章如

或 1,4-二氯苯。

本節亦包含下列產品，假若它們係配製成零售包裝作消毒劑、殺菌劑等。
（a）有機界面活性產品和配製品，用活性陽離子（如四級銨鹽），具有防腐劑、消毒劑、殺菌劑或殺菌特
性者。
（b）碘化聚乙烯氮伍圜酮，為碘及聚乙烯氮伍圜酮之反應物。
（2）當它們具備配製品特徵時，不論以何種狀態呈現（如液體、洗滌液或粉末）。這些配製品是活性產品在水
或其他液體之懸浮或分散液｛DDT(ISO)[(滴滴涕)(INN),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在水中之分散液｝，
或其他混合物組成。溶於溶劑（水除外）中之活性產品溶液亦包含於此（如除蟲菊精溶液一標準化之除蟲
菊精除外）， 或溶在礦油內之環烷酸銅。
中間製品，須更進一步化合以產製即可供使用之殺蟲劑、殺菌劑、消毒劑等，亦被歸類於此，因它們
已具有殺蟲劑、殺菌劑等性質。
殺蟲劑、消毒劑等配製品其基料可能是銅化合物（醋酸銅，硫酸銅，乙醯亞砷酸銅等）、硫磺或硫化
合物（硫化鈣、二硫化碳等）、礦質雜酚油或蒽油、DDT(ISO)(滴滴涕)(INN),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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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丹(ISO)(INN)、巴拉松、酚或甲酚衍生物、砷酸鹽產品（砷酸鈣，砷酸鋁等）、植物性物質（尼古丁、菸
葉精和粉末、魚滕酮、除蟲菊、紅海蔥，茶子油）、天然或合成的植物生長調節劑、（如 2,4-D）、培養微
生物等。
食物（小麥、麩、糖蜜等）與毒物混合而成的毒餌，亦包含於本節內。
（3）當它們配製成成品，例如：硫磺處理之帶、殺蟲燈心與蠟燭（用於殺蟲劑和防黴桶，居住所等）；捕繩紙
（含上膠但未上毒物的紙）；果樹脂帶（包括不上毒之物質）；用浸注水楊酸之紙供保存果醬用；用於燃
燒滅蟲的靈丹(ISO)(INN)塗佈之紙或小木棒。
*
* *

第 38.08 節之產品可被分為下列諸屬：
(Ⅰ) 殺蟲劑
殺蟲劑不僅含殺蟲之產品亦含那些具有驅除或引誘效果之產品。此等產品可有不同種類型式如噴霧狀
或塊狀（對付蛾），油或粘性（對付蚊子），粉末（對付螞蟻），條紋（對付蒼蠅），氰氣吸附於矽藻上
或紙板（對付蚤和虱）。
許多殺蟲劑的特性是由它們反應的型式或所用方法而定。這些有：
─昆蟲生長調節劑：為在生化和生理上干擾昆蟲生長過程之化學藥品
─煙燻劑：以氣體狀分佈於空氣中之化學藥劑。
─化學絕育劑：使害蟲絕育的化學品。
─驅除劑：使害蟲對其食物或生活條件不感興趣或反感而防止昆蟲攻擊的物質。
─引誘劑：用於引誘昆蟲入陷阱或毒餌的物質。
(Ⅱ) 殺菌劑
殺菌劑是防止長黴的產品（如以銅化合物為基料之配製品）或設計用以消除黴菌者（如以甲醛為基料
之配製品）。
殺菌劑的特性可由它們的反應方式或使用方法而定，如下例：
系統殺菌劑─這種化學藥品的應用是將汁液從植物根部移置到其他植物部分進行殺菌。
燻蒸劑─應用氣體的方式去影響物質消滅黴菌的化學藥品。
(Ⅲ) 除草劑、抑芽劑、生長調節劑
除草劑，是用來控制或破壞不想要之植物的化學品。有些除草劑被用來使植物葉部分或種子冬眠，而
另外一些除草劑被施於所有葉子上。它們可被選擇性的加以控制（對於特定植物才有影響的除草劑）或非
選擇性的（消滅全部植物的除草劑）。
本組亦包含脫葉劑，此劑係促使植物的葉片提前枯黃脫落的化學藥品。
抑芽劑，可被用於種子、球根、塊莖或土壤，抑制或延遲其發芽或萌芽。
植物生長調節劑，乃應用於改變植物生長的過程，加速或延緩生長，增加產量，改善品質或增進收獲
等等。植物刺激素（植物賀爾蒙）為一種植物生長調節劑（如赤霉酸）。合成有機化學藥劑亦被用為植物
生長調節劑。
(Ⅳ) 消毒劑
消毒劑是使在無生命物質上不希望有的細菌、濾過性病原體或其他微生物被破壞或不可逆地使之不能
活動的製劑。
消毒劑，用於例如清潔醫院牆壁等或消毒器具，也用於農業上消毒種子以及在製造動物飼料時控制其
不需要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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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包含衛生洗滌劑、抑菌劑和消毒劑。
本節亦包含控制小蝨和扁蝨（殺蟎劑），軟體動物類（軟體動物殺蟲劑），線蟲類（殺線蟲劑），齧
齒類（殺鼠劑），鳥類（殺鳥劑）和其他毒蟲（如八目鰻類，肉食昆蟲類）產品。
本節不包括：
（a）不符合上述規定的具有消毒、殺蟲等作用的產品。這產品依據它們的特性分類於相對應的章節內，例如：
（i）磨碎的除蟲菊花（第 12.11 節）。
（ii）除蟲菊精液（不論是否添加礦物油予以標準化）（第 13.02 節）。
（iii）雜酚油或礦物雜酚油（第 27.07 節）。
（iv）萘、DDT(ISO)(滴滴涕)(INN),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和其他化學上獨立的化合物（包含水溶液）
（第二十八章或二十九章）。
（v）微生物培養物用為殺鼠劑基料等（第 30.02 節）。
（vi）廢氧化物（第 38.25 節）。
（b）已是本分類制度其他節更為具體列名的製品或具消毒、殺蟲性質等的輔助劑，如：
（i）用於船殼抗污塗料，含有毒的物質（第 32.08、32.09 或 32.10 節）。
（ii）消毒肥皂（第 34.01 節）。
（iii）DDT(ISO)(滴滴涕)(INN),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亮光臘（第 34.05 節）。
（c）消毒劑、殺蟲劑等主要具有醫藥成份特性者，包含獸醫藥品（第 30.03 或 30.04 節）。
（d）室內除臭劑，不論是否具有消毒性質（第 33.07 節）。
。
。。

目註解：
第 3808.91 至 3808.99 目
具多用途的產品和那些乍看之下可歸類於一個以上目者，一般應按解釋準則三之規定辦理。

38.09-未列名之紡織、造紙、製革或類似工業用之整理劑、促進或固定染料上染之染料載媒劑
及其他產品及調製品（例如上光處理劑及媒染劑）。
3809.10-以澱粉質為基料者
-其他：
3809.91--供紡織或類似工業用者
3809.92--供造紙或類似工業用者
3809.93--供製革或類似工業用者
本節包括通常用於紗線、織物、紙、紙板、皮革或類似材料的處理或整理的本制度其他節未列名的一系列產
品。這些貨品可根據其成分及外觀，證明是專用於本節所列各種工業及類似工業（例如，紡織地毯工業，硫化纖
維製造工業和皮毛工業），因而歸入本節。此類產品和配製品（如紡織軟化劑）為家庭用而非工業用者亦包含於
本節內。
包含於此節者有：
（A）用於紡織或類似工業之成品和配製品：
（1）於變更產品觸感之配成品，例如固牢劑一般基料為天然澱粉質（如麥、米、玉米或馬鈴薯澱粉和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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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液質的物質（地衣，藻酸類等）、明膠、酪蛋白、蔬菜膠（特拉加康斯膠樹膠等）或松香；增量劑；
軟化劑，基料為甘油、咪唑啉衍生物等；填充料，以天然或合成之高分子量之化合物為基料製成。
除上述基料成份之外，一些製品如濕潤劑（肥皂等），潤滑劑（亞麻仁油，臘等），填充劑（高嶺土、
硫酸鋇等）和防腐劑（尤其是鋅鹽，硫酸銅和酚）等亦包含於此。
（2）產製防滑和防擦損之製劑，這些產品目的在減少纖維滑性以防止襪類和成衣類成型之擦損。一般基料
為聚合物、天然樹脂或矽酸。
（3）產製防垢產品之製劑，這些一般基料為矽酸、鋁化合物或有機化合物。
（4）防皺和防縮劑，為至少含有二個反應基之化學上獨立化合物（如雙羥甲基化合物，某些醛和縮醛）之
混合物。
（5）減光澤劑，用於減少紡織品之光澤或光亮。它們一般以懸浮顏料（二氧化鈦、氧化鋅、鋅鋇白等）組
成，而以纖維素醚、動物膠、膠，表面活性劑等予以穩定。
在這裏分類之製品既不能與塗料（第 32.08、32.09 或 32.10 節）亦不能與油潤滑製品或毛料潤滑品
（第 27.10 或 34.03 節）相混淆。
（6）阻燃劑，基料為銨鹽或硼、氮、溴或磷化合物或以有機氯化物與氧化銻或其他氧化物為基料之配製品。
（7）增光劑，使紡織具光澤或光亮。它們通常為石臘、臘、聚烯烴屬或聚乙二醇之乳劑。
（8）媒染劑，用為紡織染色和印刷過程中固定顏色。這些產品溶於水，一般基料為金屬鹽（如鋁，銨，鉻
或鐵等硫酸鹽或醋酸鹽，重鉻酸鉀，酒石酸銻鉀）或鞣酸（參看本節註解末尾不包括部分（d））。
（9）染色助劑，藉使合成纖維質膨脹加速染色和印刷過程。包括以聯苯或苯、酚、羥基苯甲酸的衍生物，
如三氯苯，2─羥基聯苯，羥基苯甲酸甲酯和它的混合物等為基料之製品，不論是否含表面活性劑。
（10）不氈合劑，為減少動物纖維氈狀而設計。它們通常為氯化物或氧化物或為合成樹脂型態之特別配方。
（11）上漿劑，用於使紗在紡織過程中更具抗力。此類產品一般基料為澱粉，澱粉衍生物或其他天然或合
成聚合膠結劑。這些也包括濕潤劑、柔軟劑、脂質，臘或其他材料。也包括乳化紡織上漿臘，調配
乳化脂質上漿劑。
（12）去油劑，目的在產製一種去油污功效之品。一般為有機氟化物如全氟化羧酸之乳劑或溶液，亦可能
含改性樹脂（展延劑）。
（13）防水劑，防水產品一般組成為乳化水溶液（如臘或羊毛脂）藉纖維素醚、動物膠、膠、有機界面活
性劑等使其安定，並且含添加可溶性鹽如鋁或鋯。本屬產品亦包括以聚矽氧烷和氟衍生物為基料之
製品。
（B）用於製紙、紙板或類似工業之產品和製品：
（1）接合劑，用於使顏料粒子膠結於外層混合物中。它們製品基料為天然產品如酪蛋白、澱粉、澱粉衍生
物、大豆蛋白質、動物膠、藻酸鹽或纖維素衍生物。
（2）上漿劑或上漿添加劑，用於製紙過程中改善印刷穩定性、平滑性和光亮並給與紙張適合書寫性質。這
些製品之基料可能為松香皂、強化樹脂、臘分散液、石臘分散液、壓克力聚合物、澱粉和羰甲基纖維
素或植物膠。
（3）抗張強度劑，這些產品用於增加抗張強度，抗撕裂強度，耐破裂強度和濕紙或非織布之耐磨性。
（C）用於皮革或類似工業之產品或製品：
（1）黏合劑，促使皮革中顏料色澤安定之製品。它們是按特殊方法配製的，一般以蛋白質物質，天然樹脂
或臘等為基料。
（2）上光劑，具特有配方應用於加工皮革最後表面封劑，它們的構造和組成是和上述（1）接合劑類似。
（3）防水劑，此類一般組成含（i）鉻皂（ii）烷基丁二酸或檸檬酸衍生物等，溶解在溶劑（如異丙醇）中，
或（iii）含氟化物的溶液或分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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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含如下之產品：
（a）用於紡織材料、皮革、毛皮或其他材料之油或潤滑處理劑（第 27.10 或 34.03 節）。
（b）化學上獨立之元素或化合物（一般為第二十八章或二十九章）。
（c）顏料、色料、塗料等（第三十二章）。
（d）第 3402 節的有機表面活性劑或製品，如染色調整劑。
（e）糊精和其他改質澱粉，和以澱粉或糊精或其他調整澱粉為基料之膠（第 35.05 節）。
（f）第 3808 節的殺蟲劑和其他製品。
（g）聚合物之乳液、分散液或溶液（第 32.09 節或第三十九章）。

38.10-金屬表面浸洗劑；銲接用銲劑及其他輔助製劑；含有金屬及其他材料銲接用粉及膏；作

為銲條或電銲棒之蕊或外層塗裝製劑。
3810.10-金屬表面浸洗劑；含有金屬及其他材料之銲接用粉及膏
3810.90-其他
（1）金屬表面浸洗劑。這些製品用於除去金屬表面氧化物、垢銹皮及污點，或使利於特定工作業。浸洗過程或
行之於物品最後完成之時，或可能為初步階段（例如作為金屬拉擠操作之準備），或金屬外層處理如電鍍，
金屬化（重金屬）、鍍錫加層、電鍍、油漆等之先期作業。
浸洗劑一般以稀酸（鹽酸、硫酸、氫氟酸、硝酸、磷酸等）為基料，有時含抑制劑防止金屬腐蝕。但
有些則以鹹性物（如氫氧化鈉）為基料。
本節不含清洗金屬之製品（第 34.02 節）。
（2）銲劑和其他銲接補助劑。銲劑被用於使金屬銲接過程易於進行，保護銲接金屬表面和銲料本身不被氧化。
又可溶解在銲接時所產生之氧化物。氯化鋅、氯化銨、四硼酸鈉、松香和羊毛脂為最普通之此類作用之產
品。
本屬亦包括鋁粒或鋁粉與不同金屬氧化物（如氧化鐵）之混合物，在銲接過程中用為加強熱源（鋁熱
法）。
（3）含金屬及其他材料之焊接用粉及膏。這些製品被用於使銲接金屬表面彼此互相結合。它們主要成份為金屬
（一般為，含錫、鉛、銅等之合金）。這些產品必須同時符合下述情況才被分類於本節內：
（a）它們含有金屬成份外，另須有其他成分，這些其他成份為上述（2）中所述之輔助劑。
（b）它們製品為粉狀或膏狀。
銲劑僅由單獨之金屬粉組成，不論是否互為混合不包含在此（依它們的組成份歸入第七十一章或十五
類）。
（4）用於銲條及電銲棒之蕊或外層塗裝製劑。這些製品主要目的在去除銲接操作中之熔渣或氧化物。它們通常
含有石灰和高嶺土等耐火混合物構成的。
電極由卑金屬或金屬碳化物製成，以銲劑塗於外面或以之為心者，不屬本節（第 83.11 節）。

38.11-礦物油（包括汽油）或與礦物油相同用途之其他液體用之抗震劑、氧化抑制劑、膠性抑
制劑、粘度改良劑、抗腐蝕劑及其他製成添加劑。
-抗震製劑：
3811.11--以鉛化合物為基料者
3811.1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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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油添加劑：
3811.21--含有石油及提自地瀝青之油類者
3811.29--其他
3811.90-其他
本節之產品為添加於礦物油或其他液體用於相同之目的，以消除或減少不必要之性能或去獲致增強所希望之
性能。
（A）礦物油添加劑。
1. 原油添加劑，本屬包含抗防腐劑，用於添加原油中以保護金屬結構（特別是蒸餾管）。它們活性的成份
一般為胺基態物質，特別由咪唑啉衍生而得。
2. 汽油（石油）添加劑，本屬包含：
（a）抗震劑，它用於提高燃料之抗性以免產生不完全燃燒和防止震動。它們一般以四乙基鉛及四甲基鉛
為基料，並且亦含有例如 1,2－二溴乙烷或一氯化奈等物質。本節不包括來自含鉛抗震化合物之儲存
槽的油泥，本質上其為由鉛、鉛化合物及氧化鐵組成的含鉛抗震化合物油泥（第 26.20 節）。
（b）氧化抑制劑，最重要之氧化抑制劑為以酚為基料之產品（如二甲基第四丁基酚）和芳香族胺之衍生
物如烷基對苯二胺。
（c）抗凍劑，產品通常以醇為基料〔如丙-2-醇（或異丙醇）〕，用於加入汽油（石油）以防止燃燒系統
結冰。
（d）除垢劑，用於保持化油器和汽缸進出口之清潔。
（e）防膠劑，這些產品目的在防止化油器或引擎吸進器入口處形成膠狀物。
3. 潤滑油添加劑，本屬包含：
（a）粘度改良劑，基料為聚合物如聚甲基丙烯酯，聚丁烯，聚烷基苯乙烯。
（b）傾點下降劑，防止在低溫時結晶沈積。此類產品以乙烯聚合物，乙烯酯和乙烯醚或丙烯酸酯為基料。
（c）氧化抑制劑，一般基料為酚系或胺基化合物。
（d）耐壓（EP）添加劑，基料為有機二硫代磷酸鋅鹽，硫化油，氯化碳氫化合物，芳族磷酸鹽和硫代磷
酸鹽。
（e）去垢劑和分散劑：諸如以某些金屬（例如鋁、鈣、鋅或鋇）的烷基酚鹽、環烷酸鹽或石油磺酸鹽為
基料之製品。
（f）防銹劑，以鈣或鋇之有機鹽（磺酸鹽），或以胺類或烷基丁二酸為基料者。
（g）泡沫抑制劑，一般基料為（聚）矽氧烷。
這些潤滑製品添加少量於汽車燃料或潤滑劑中之目的，可減低引擎汽缸之損耗，是不包含在內
（第 27.10 或 34.03 節）。
4. 其他礦物油添加劑；本屬包含：
（a）傾點下降劑，用途與上述 3（b）潤滑劑相同。
（b）氧化抑制劑，與那些用於汽油（石油）者相同。
（c）正十六烷值改良劑，用於氣體油，例如那些以烷基硝酸鹽和烷基亞硝酸鹽為基料者。
（d）表面活性效應之添加劑，消除或防止儲油中形成沈積（地瀝青化物）。
（e）防止或減少在燃燒室內或焚爐通煙處內不需要的沈積物（如灰、碳黑）之添加劑，以及用以減少在
傳熱送器內或煙囪內揮發產物（如 SO2 和 SO3）腐蝕添加劑。
（f）抗凍劑，加入以防止在燃料系統中形成冰塊。
（B）類似礦物油用為同一目的之其他液狀添加劑。
此類與礦物油相同目的用途之液體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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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燃料以醇類為基料（如酒精─汽油混合燃料）；和
（b）合成潤滑劑。
（1）有機酸酯（己二酸酯，壬二酸酯，新戊基多元醇酯）或無機酸酯（磷酸三芳基）為基料。
（2）以聚乙醚（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或聚（氧化丙烯）（聚丙二醇））為基料。
（3）以聚矽氧烷為基料。
這些添加劑用途與那些礦物油的添加劑相同。
本節不適用於化學上獨立之元素和化合物（一般在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也不適用於未來配成製劑的石油
磺酸鹽。
本節還不包含：
（a）潤滑產品以二硫化鉬為基料者（第 34.03 節）。
（b）分散於油或其他介質中之膠狀石墨與半膠狀石墨（第 38.01 節）。

38.12-調製之橡膠促進劑；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用複合可塑劑；橡膠或塑膠用抗氧化劑及其他
複合安定劑。
3812.10-橡膠促進劑
3812.20-橡膠或塑膠可塑劑
-橡膠或塑膠用抗氧化製劑和其他複合安定劑：
3812.31--2,2,4-三甲基-1,2-二氫喹啉(TMQ)寡聚物之混合物
3812.39--其他
本節「複合物」「調製」「調製品」包含：
（i）故意的混合物和調配物和
（ii）反應混合物包含由同一系列脂肪酸，諸如第 38.23 節脂肪酸或脂肪醇產製之產品。
（A）橡膠促進劑
本類產品含在硫化前添加於橡膠以得物性較佳之硫化成品，並且減低硫化過程之時間和溫度。有
時候亦作為可塑劑用。本節只適用於混合物之產品。
這些產品一般為有機產品（二苯胍、二硫代胺基甲酸鹽類、硫化甲硫碳醯胺 thiuram sulfide，六亞
甲基四胺，巰基苯駢噻唑等）為基料，通常與無機活性劑（氧化鋅、氧化鎂、氧化鉛等）混合。
（B）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可塑劑複合物。
本類包括用於提供塑膠得到所需求的撓性度或增加混合橡膠之可塑性，例如含二種或更多鄰苯二
甲酯混合產品，以及第 38.23 節的混合脂肪醇產製鄰苯二甲酸二烴酯。可塑劑廣泛被用於聚氯乙烯和
纖維素酯。
本節不包括本制度其他節具體列名的用作或有時被稱作可塑劑之產品（參見本節註解末尾不包括
部分）。
（C）橡膠或塑膠之抗氧化製劑和其他複合安定劑
本類包括橡膠或塑膠抗氧化製劑（例如用於橡膠製造中防止橡膠硬化或老化）如 2,2,4-三甲基-1,2二氫喹啉(TMQ)寡聚物之混合物、烷基化二苯基胺和 N－萘苯胺為基之製劑的混合製品。
本類亦包含橡膠或塑膠其他複合安定劑。例如含二種或更多安定劑之混合產品，以及第 38.23 節
的混合脂肪醇所得的混合有機錫化合物等的反應混合物。
此複合安定劑主要用於抑制某些聚合物（如聚氯乙烯）之脫氯化氫作用，它們亦被用於聚醯胺為
熱安定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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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第二十七章的石油、凡士林、石臘和瀝青。
（b）第二十八章或二十九章之單獨已有化學定義化合物，例如，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c）抗氧化添加劑，供礦物油用及其他如礦物油相同用途之液體用。（第 38.11 節）。
（d）橡膠加工之膠散劑，即使稱為化學性塑劑（一般為第 38.24 節）。
（e）屬第三十九章之聚合物。

38.13-滅火器配藥；已裝配藥之滅火彈。
本節包含：
（A）滅火器用之滅火劑。這些產品包括以碳酸氫鹽為基料之製品，有時候含有如皂樹皮萃取物，甘草精或表面
活性產品幫助產製覆蓋泡沫。這些產品可能為液體或乾粉。
（B）滅火器用之填藥，即設計直接放入滅火器內之輕型容器（玻璃、金屬薄片製等），其所含填藥須符合含有
下列產品之一者：
（1）在（A）中所述之產品。或
（2）由隔片將二種或以上未經混合之製品（如硫酸鋁溶液及碳酸氫鈉溶液）分開，於使用時瞬間使其接觸。
或
（3）單一未混合之產品（如四氯化碳、溴化甲烷或硫酸）。
（C）已裝配藥之滅火彈，容器內裝備滅火藥劑（不論是否混合），直接使用不需裝入滅火器內使用。
這些為玻璃或陶瓷容器，它被擲進火中心時自由分散他們的內容物，或為玻璃容器只須用手指破壞其
用以保護滅火器產品之上端。
滅火器，不論其是否為攜帶用或已裝藥者，它的操作乃藉插銷，向上旋轉或一個明顯的掣動器等，歸
入第 84.24 節內。
本節亦不包括製成以上第（B）（2）、（B）（3）及（C）項所述形式以外任何形式的具有滅火性能的未混
合化學產品（通常列入第 28 章或第 29 章）。

38.14-未列名有機組合溶劑及稀釋劑；油漆或凡立水去除製劑。
本節包括非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個別化合物及無專設之稅則號別有機溶劑和稀釋劑（不論是否含以重量計 70%
以上之石油）。它們大致是揮發性液體，主要用於調製凡立水或油漆，或用為機械零件之去脂劑等。
歸入於本節內產品，例如：
（1）丙酮、醋酸甲酯、甲醇之混合物，和醋酸乙酯、丁醇、甲苯之混合物。
（2）機械零件等之去脂作用，由下列物質混合物而成：
（i）石油熔劑與三氯乙烯或
（ii）石油溶劑油與氯化產品及二甲苯。
本節亦包含油漆或凡立水之去除劑，是由上述混合物另加少量石臘（減少溶劑揮發）、乳化劑、
膠結劑等組成。
本節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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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符合化學上定義之溶劑或稀釋劑（一般歸入第二十九章）和由溶劑或稀釋劑組成之複合產品但有更明確之稅
則號別可歸屬者，如石油腦溶劑（第 27.07 節），石油溶劑（第 27.10 節），膠、木餾或硫酸鹽之松節油（第
38.05 節）、木焦油（第 38.07 節）、無機組成溶劑（第 38.24 節）。
（b）零售包裝之清除指甲油用溶劑（第 33.04 節）。

38.15-未列名反應起始劑、反應促進劑及觸媒。
-載體上之觸媒：
3815.11--以鎳或鎳化合物為活性物質者
3815.12--以貴重金屬或貴重金屬化合物為活性物質者
3815.19--其他
3815.90-其他
本節包括化學過程中起始或促進之製品。但不含減緩這些製品之產品。
這些產品概括分成兩屬：
（a）第一屬，一般由一種或多種活性物質沈積於載體上組成（也就是〝載體觸媒〞Support catalysis）或以活性物
質為基料之混合物。大部分這些活性物質為某些金屬，金屬氧化物，或者為其他之金屬化合物或混合物。
經常使用之金屬或其化合物為鈷、鎳、鈀、鉑、鉬、鉻、銅或鋅。載體通常為含有礬土、碳、矽膠、矽化
石粉或陶瓷物質，這些載體有時已被活化。〝載體觸媒〞的例子為已有載體（支持物）的戚格勒（Ziegler）
或戚格勒─納塔 Ziegler-Natta）之類型等。
（b）第二屬為以某些化合物為基料之混合物，此基料之性質和不同之比例仍按其成為催化劑之化學反應而定。
這些產品包含：
（i）〝自由基催化劑〞（如過氧化物或偶氮化合物之有機溶液、氧化還原混合物。）
（ii）〝離子催化劑〞（如烷基鋰）。
（iii）〝聚縮反應催化劑〞（如醋酸鈣與三氧化二銻之混合物。）
這些第二屬之製品，一般用於聚合物之製造。
本節不包含：
（a）可供提煉卑金屬或製造卑金屬化合物用之已用完觸媒（第 26.20 節），主要用於回收貴金屬已用完之觸媒（第
71.12 節）。
（b）化學上獨立之化合物（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
（c）觸媒僅由金屬或金屬合金以細粉、絲網織物等之形式所組成者（第十四或十五類）。
（d）橡膠促進劑製品用於硫化橡膠（第 38.12 節）。

38.16-耐火水泥、灰泥、混凝土及類似配製品，不包括第 38.01 節所列者。
本節包括某些配製品（例如，火爐內襯料），其係以諸如燒磨土（燒粉）和第納斯土、壓碎或磨碎剛玉，粉
碎的石英粉、白堊、煆燒白雲石等耐火材料為基料，經添加耐火粘合劑（例如，鈉之矽酸鹽，鎂或鋅之氟矽酸鹽）
製成者。許多本節產品亦包含非耐火性粘合劑，諸如水硬性粘合劑。
本節亦包括藉熔臘法製造牙醫或珠寶模型之含有矽質耐火材料為基料之組成物。
本節包括由抗熱水硬性水泥（如鋁質水泥）和耐火聚成岩混合構成的耐火混合土，用為熔爐、煉焦爐等之基
料，或用為爐襯。同時也適用下列制劑：
（a）如稱為「耐火型膏」之組成物：它的產品通常配襯於一含耐火聚成岩、粘土和少許添加物之潮濕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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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搪爐混合料（Ramming mixes），惟白雲石搪爐混合料除外，其組成與上述（a）產品類似，應用手控式空氣
填充器，形成一密實之塗佈或填充物。
（c）噴補混合料（Gunning mixes），它為耐火聚成岩與水硬性凝結物或其他粘合物之混合物，應用在爐襯，有時
當它們熱的時候藉壓縮空氣用一特別的鎗管注射此混合物。
本節不包含：
（a）白雲石搪爐混合料（第 25.18 節）。
（b）第 38.01 節之碳膏。

38.17-混合烷基苯及混合烷基萘，不包括第 27.07 或 29.02 節所列者。
本節包括藉由苯和萘的烷基化而得之混合烷基苯和混合烷基萘。它們具有相當長側鏈且非屬於第 27.07 節第
二部分所論及之種類。烷基苯混合物主要用作溶劑，和製造界面活性劑、潤滑劑和絕緣油。烷基苯混合物主要用
為製造烷基萘磺酸及其鹽類。
本節不包含第 29.02 節之異構體混合物。

38.18-電子工業用已摻雜之化學元素，呈圓片、晶圓或類似形狀者；電子工業用已摻雜之化學
化合物。
本節包含：
（1）一般按百萬之一比例摻入硼、磷等的第二十八章所列化學元素（例如，矽和硒），只要這些元素呈圓片，
晶圓或類似形狀者。若僅拉製而未加工形狀或呈圓柱或棒狀形狀者，它們被歸類於第二十八章。
（2）化合物如硒化鎘，硫化鎘，砷化銦等，含有某些添加物（如鍺、碘）一般佔很少的百分比，用於電子上不
論其為圓柱型，棒型或切成圓片，晶圓或類似形狀者。
本節包含如結晶體，不論磨光與否，或不論是否塗有一層均勻之晶體者。
經進一步加工（如藉選擇性擴散）的本節貨品，作為半導體元件，歸入第 85.41 節。

38.19-液壓煞車油及其他已調製之液體傳遞液，不含或含石油或瀝青礦物油以重量計少於百分
之七十者。
本節包括液壓煞車油及其他已調製之液體傳遞液，如由蓖麻油，2－乙氧基乙醇或乙烯雙蓖酸酯和丁醇組成
之混合物或那些屬於 4－羥基－4－甲基戊─2─酮（雙丙酮醇），鄰苯二甲酸二乙酯和 1.2－丙二醇之混合物和乙
二元醇之混合物。
本節亦包括以聚乙二元醇，矽樹脂或其他第三十九章聚合物為基料之液壓性流體製品。
但類似液體以重量計含之 70％或更多者石油或從瀝青礦得到之油除外（第 27.10 節）。

38.20-抗凍劑及除冰液劑。
本節包含抗凍劑和除冰液劑（如以乙二元醇衍生物為基料之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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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抗凍劑被用作如冷媒或熱交換劑。
無論如何它不包括礦物油或用途如礦物油目的之其他液體的配製添加劑（第 38. 11 節）。

38.21-培養或保存微生物(包括病毒及類似物)或植物、人或動物細胞用之培養基。
本節包括能為細菌、真菌、病源菌、病毒及其他微生物及植物、人或動物細胞提供營養及繁殖條件或可保
存於其中的各類製劑。它們用於醫學（例如，用於製備抗生素），或其他科研事業或工業（例如，製醋、乳酸、
丁醇）。
它們通常由肉汁、鮮血或血清，蛋，馬鈴薯、海藻酸鹽，洋菜，消化蛋白，白明膠等製成，並常含添加物
如葡萄糖，甘油，氯化鈉，檸檬酸鈉或染料等。還可加入酸、消化酵素或鹼，將其調至所需的酸度或鹼度。
另外亦有其他培養基。如溶於蒸餾水中的氯化鈉、氯化鈣、硫酸鎂、硫酸氫鉀、天冬酸鉀和乳酸銨混合物。
某些病毒之培養基係由活胚菌所組成。
它們通常為液體狀（湯狀），糊狀或粉狀，但也有呈錠狀、粒狀，並被消毒後放置於密封玻璃瓶或罐中。
本節不含非用為培養基之產品如：
（a）洋菜（第 13.02 節）。
（b）血蛋白或卵白蛋白（第 35.02 節）。
（c）白明膠（第 35.03 節）。
（d）消化蛋白（第 35.04 節）。
（e）海藻酸鹽（第 39.13 節）。

38.22-有底襯之診斷或實驗用之試劑及診斷或實驗用之配製試劑，不論是否有底襯者，但不包
括第 30.02 或 30.06 節所列者；檢定參照物。
本節包括供診斷或實驗用之含底襯試劑、配製之診斷或實驗用試劑，惟第 30.02 節之診斷試劑、第 30.06 節設
計用於病患之診斷試劑及血型分類試劑者除外，它也包含檢定參照物。診斷試劑係用以評估動物及人類之物理、
生物物理或生化的過程及狀態；它們的功能則以組成試劑的生物或化學物質具有可測量或顯著之變化為主。本節
所製成之診斷試劑與設計用於病患診斷試劑（第 3006.30 目）的功能相似，但其係用於體外測試而非體內測試之
應用。配製實驗用試劑不僅包含診斷試劑亦包含偵測或診斷以外之其他分析試劑。配製之診斷或實驗用試劑可用
於醫學、獸醫、科學或工業實驗室、醫院、工業界、科學界，有時用於家庭中。
本節試劑以有底襯或製劑形式，因此係由超過一種以上之成分所組成，例如由兩種或以上之試劑所組成，或
由溶於非水之溶劑中之單一試劑所組成。它們也可能由一種或以上診斷或實驗用試劑浸漬或塗佈於紙、塑膠或其
他材質（作為底襯或支持物者）上之形態，諸如石蕊試紙、PH 試紙、電極試紙（pole-finding papers）或預塗佈之
免疫分析板（pre-coated immuno-assay plates）。本節試劑亦可能是以多種成分組合之整組包裝形式，甚至由一個或
一個以上之第 28、29 章之個別化合物、第 32.04 節之合成顏料或任何獨立呈現歸入各節之其他物質所組成。例如
測試血糖、尿液之丙酮等之診斷組，及以酵素為基料之診斷組。但是，診斷組具有第 30.02 或 30.06 節之特性者除
外（例如：以單性或多性繁殖的抗體為基料之診斷組）。
本節之試劑應能明確地認定為僅供作診斷或實驗試劑之用。根據它們的組成、標籤、體外測試或實驗用之說
明，及特定診斷測試之操作指南或物理形態（例如：以具有底襯或支持物形態出現），可清楚說明該項用途。
除第 28 或 29 章之產品外，為檢定參照物之分類，第 38.22 節將比本稅則分類之其他節更優先歸列。
本節的檢定參照物是作為儀器的校正、測量方法的評估或對一物質數值的設計之參照物，這些參照物可包含
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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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含加合分析的基礎材料，具有精密確定的濃度。
（b）未混合材料，其中某些成分的濃度業經精密確定（例如，奶粉的蛋白質及脂肪含量）。
（c）無論是天然或合成的材料，其中某些特性業經精密確定（例如，拉張強度，比重）。
這些參照物必須附有證書，而證明書上指明被證明屬性之數值、用來測定該數值之方法，及關係每一相關數
值之確信度，及其發證機關。

本節也不包括下列試劑，無論是否包裝成診斷或實驗試劑：
（a）第 28.43 至 28.46 節及 28.52 節之貨品（見第六類類註 1）。
（b）第 28 章章註一及第 29 章章註一所涵蓋之產品。
（c）第 32.04 節之著色料，包括第 32 章章註 3 所敘及之製品。
(d)培養或保存微生物(包括病毒及類似物)或植物、人或動物細胞用之培養基（第 38.21 節）。

38.23-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煉所得之酸性油；工業用脂肪醇類。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
3823.11--硬酯酸
3823.12--油酸
3823.13--松脂油脂肪酸
3823.19--其他
3823.70-工業用脂肪醇
(A)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油脂精製所得之酸性油
工業用一元脂肪酸類通常是利用皂化或水解天然油、脂製造而得。固體脂肪酸（飽和）及液體脂肪酸（不飽
和）的分離則常利用有溶劑或無溶劑進行結晶。液體部分（商業上稱為油酸或油精）含有油酸和其他不飽和脂肪
酸（例如亞麻仁油酸及次亞麻仁油酸）以及少量的飽和脂肪酸。固體部分（商業上稱為硬脂酸或硬脂精）主要含
有棕櫚酸和硬脂酸以及少量不飽和脂肪酸。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商業用硬脂酸（硬脂精），係一種具有特殊氣味的白色固體。它既硬且脆通常以粒、片或粉狀上市。它亦
可以液體狀態上市當其維持高熱而以恆溫槽運送。
（2）商業用油酸（油精），是無色至棕色油狀液體且具有特殊氣味。
（3）松脂油脂肪酸(TOFA)，主要由油酸及亞麻仁酸組成。它們可以經由蒸餾粗製松脂油(tall oil)而得並且脂肪酸
含量佔全重（以乾燥重量計算）的 90％或以上。
（4）蒸餾脂肪酸，係水解不同油、脂（例如椰子油、棕櫚油、牛羊油脂）後再經過純化處理（蒸餾）所得。
（5）脂肪酸蒸餾液，係油、脂在蒸汽存在下經過真空蒸餾精製而得。脂肪酸蒸餾液的特點是含有高量的游離脂
肪酸(ffa)。
（6）脂肪酸，亦可藉著觸媒氧化高分子量之合成碳氫化合物而得。
（7）油脂精製酸性油，所得之含有相當高量之游離脂肪酸，是精煉粗製油過程所得製肥皂油脂料再經無機酸分
解而得。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純度 85％或更高的油酸（以乾燥重量計算）（第 29.16 節）。
（b）其他純度達 90％或更高之脂肪酸（以乾燥重量計算）（第 29.15、29.16 或第 29.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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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業用脂肪醇類
歸入本節之脂肪醇是無環醇之混合物，係以歸入本節之混合脂肪酸（見上述項（A））或其酯類經催化還原，
或由鯨油經皂化，或由烯烴、一氧化碳及氫氣之間的催化反應〔氧化法("Oxo"process)〕，或烯烴經水合作用，或
碳氫化合物經氧化，或以其他方法製得。
脂肪醇通常是液體，但有些是固體。
歸入本節最主要之脂肪醇如下：
（1）月桂醇（十二醇），係飽和醇類之混合物，乃椰子油之脂肪酸經催化還原而得。常溫時為液體，低溫時為
半固體。
（2）鯨蠟醇（十六醇），係鯨蠟醇與硬脂醇之混合物，前者佔大部分，係由鯨蠟及鯨油取得，常溫下為結晶狀
半透明固體。
（3）硬脂醇是硬脂醇和鯨蠟醇之混合物，係由含豐富硬脂酸之硬脂或油經還原而得，或是鯨油經氫化及水解再
經蒸餾而得。常溫下為白色結晶固體。
（4）油醇，是油精還原而得，或從鯨油所得之醇類經水壓而得。在常溫時為液體。
（5）一級脂肪醇之混合物，通常含有六至十三個碳原子之醇類所組成，其為液體，通常由「氧化法("Oxo"process)」
製造。
以上（1）至（4）項之脂肪酸主要用以製造脂肪酸磺酸化衍生物，其鹼性鹽類是第 34.02 節的有機界面活性
劑。第（5）項之脂肪醇，主要用來製造聚氯乙烯的可塑劑。
本節亦包括具有蠟特性的工業用脂肪醇類。
本節不包括符合化學定義的脂肪醇，當其純度達 90％或以上（以乾燥重量計算）者（通常是第 29.05 節）。

38.24-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化學或相關工業之未列名化學品及化學製品（包括天然產
品混合物）（+）
3824.10-鑄模或鑄心用之配成粘合劑
3824.30-未經凝聚之金屬碳化物混合物或其與金屬粘結劑混合者
3824.40-水泥、灰泥或混凝土用之配成添加劑
3824.50-非耐火之灰泥及混凝土
3824.60-山梨醇，第 2905.44 目物品除外
-含甲烷、乙烷或丙烷之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
3824.71--含氟氯碳化合物(CFCs)，不論是否含氟氯烴(HCFCs)，全氟碳烴化合物(PFCs)或氟
碳烴化合物(HFCs)
3824.72--含溴氯二氟甲烷，溴三氟甲烷，四氟二溴乙烷
3824.73--含氟溴烴(HBFCs)
3824.74--含氟氯烴(HCFCs)，不論是否含全氟碳烴化合物(PFCs)或氟碳烴化合物(HFCs)，但
不含含氟氯碳化合物(CFCs)
3824.75--含四氯化碳
3824.76--含 1,1,1-三氯乙烷(甲基氯仿)
3824.77--含溴甲烷(溴化甲烷)或溴氯甲烷
3824.78--含全氟碳化物(PFCs)或氟碳烴化合物(HFCs)，但不含氟氯碳化合物(CFCs)或氟氯
碳氫化合物(HCF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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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4.79--其他
-本章目註 3 所列特定物質：
3824.81--含環氧乙烷
3824.82--含多氯聯苯(PCBs)、多氯三聯苯(PCTs)或多溴聯苯(PBBs)
3824.83--含三(2,3-二溴丙基)磷酸鹽
3824.84--含阿特靈(ISO), 毒殺芬(ISO)(氯化茨烯), 氯丹(ISO),十氯酮(ISO), 滴滴涕
(ISO)(DDT (INN), 1,1,1- 三氯-2,2-雙-(對氯苯)乙烷), 地特靈(ISO，INN), 安殺番
(ISO), 安特靈(ISO),飛佈達(ISO)或滅蟻樂(ISO)
3824.85--含 1,2,3,4,5,6-六氯環己烷(HCH (ISO)),包括靈丹(ISO,INN)
3824.86--含五氯苯(ISO)或六氯苯(ISO)
3824.87--含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或全氟辛烷磺醯氟
3824.88--含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二苯醚或八溴二苯醚
-其他：
3824.91--主要含有甲膦酸甲基(5-乙基-2-甲基-2-氧代-1，3，2-二氧磷雜環己-5-基)甲酯及甲
膦酸雙[(5-乙基-2-甲基-2-氧代-1，3，2-二氧磷雜環己-5-基)甲基]酯之混合物及調
製品
3824.99--其他
本節包含：

（A）鑄模或鑄心粘合劑
本節包括以天然樹脂產品（如松香），亞麻仁油，植物粘液，糊精，糖蜜、第三十九章聚合物等為基料之鑄
心粘結劑。
這些製品與鑄砂混合得到一種適用為鑄模或鑄心之組成物，而使得鑄造後鑄砂易於移去。
無論如何，糊精和其他改質澱粉，和以澱粉或糊精或其他改質澱粉為基料之膠是被歸類於第 35.05 節。

（B）化學產物和化學品或其他製品
除三項貨品外（參看下述（7），（9）和（31）款），本稅則號別不包括化學定義上個別之元素或化合物。
因此，歸入本節之化學產品的組成非為化學上定義之產品，不論是否從製造其他物質所得之副產物（例如製
環烷酸）或經直接製成者。
化學或其他配製品為混合物（其乳狀液或分散體為特殊形式）或有時為溶液者。第二十八章或二十九章之化
學品之水溶液仍屬於各該章，但這些產品溶於水以外其他溶劑的溶液，除少數不歸入本節外，其餘均不歸入第二
十八章或第二十九章，因而視為本節製劑歸類。
在此分類之產品可以全部或部分為化學品（一般情況如此）或全部為天然成份之成品（參看下例（23）段）。
但本節不包括化學品與食料或其他有營養價值物質之混合物，作為人類食物之調製品，供食料成分或改善其
部分特性（如糕餅、餅乾、蛋糕和其他烘製食品之改良劑），且該混合物或物質被評為具有營養含量者。這類產
品一般歸列第 21.06 節（併參見第 38 章註解總則）。
本節也排除汞化合物（第 28.52 節）。
針對上述條件，這些產品和化學品在此包括：
（1）環烷酸（從煉製某些石油和瀝青之副產品）及其鹽類，第 34.02 節水溶性環烷酸鹽和第 28.43 到 28.46 節及
28.52 節之鹽除外。本節包括如含鈣、鋇、鋅、錳、鋁、鈷、鉻、鉛等之環烷酸鹽。它們有些被用為礦物油
之乾燥劑或添加劑，環烷酸銅則被用為防黴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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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凝聚之金屬碳化物（碳化鎢，碳化鉬等）混合於一起，或與金屬粘合劑（如鈷）混合，用於製造第 82.09
節的刀尖或類似工具。
（3）水泥、灰泥或混凝土之添加劑，例如，以矽酸鈉或矽酸鉀和氟矽酸鈉或氟矽酸鉀為基料之抗酸添加劑和以
氧化鈣、脂肪酸等為基料之防水劑（不論是否含肥皂）。
（4）非耐火灰泥和混凝土。
（5）第 29.05 節除外之山梨醇。
這類產生特別包括含有其他多元醇的山梨醇（右旋－葡糖醇）糖漿，且這些多元醇中的右旋－葡糖醇
乾性物質正常含量為 60－80％。此類產品由含有多量之雙醣和多醣成份的葡萄糖漿氫化而得，而不須藉由
任何分離步驟。它們具難以結晶化之特性並且被廣泛地應用於不同之工業（如食品、化粧品、藥品、塑膠、
紡織等）。
符合第二十九章章註１之規定被分類於第 29.05 節之山梨醇，此類山梨醇通常由葡萄糖或轉化糖經氫化
而得。
（6）碳化鈣、碳酸鈣（石灰石）和其他物質的混合物。例如碳或螢石，在鋼鐵製造中用作去硫劑。
（7）每顆重量不少於 2.5 公克的氧化鎂、鹹金屬、或鹹土金屬之鹵化物（氟化鋰或氟化鈣，氯化鉀或氯化鈉，溴
化鉀，溴碘化鉀等）培養晶體（光學原件除外）光學原件培養晶體除外（第 90.01 節）。
培養晶體（光學原件除外）每一重量少於 2.5 公克者乃被分類於第二十八章、第 25.01 節（氯化鈉結晶
體）或第 31.04 節（氯化鉀結晶體）。
（8）磺酸化石油，非水溶性，由石油或石油蒸餾物經磺化而得之，如使用硫酸、發煙硫酸或溶於液態二氧化硫
的三氧化二硫進行磺化作用，此程序一般須再予中和處理。但如鹼金屬、銨、乙醇胺等之水溶性石油磺酸
鹽等除外（第 34 .02 節）。
（9）多氯聯苯（聯苯氯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和氯化石臘。
但固體多氯聯苯和固體氯化石臘具有人造臘之特性者除外（第 34.04 節）。
（10）具低分子量的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如單、雙、三和四聚氧乙烯二元醇之混合物。
但其他型態的聚（氧化乙烯）（聚乙二醇）除外（第 39.07 節；如具有人造臘特性者，歸入第 34.04 節）。
（11）甘油之單、雙、三脂肪酸酯混合物，用為脂肪之乳化劑。
那些具有人造臘特性者除外（第 34.04 節）。
（12）雜醇油，由精餾粗製乙醇而得。
（13）骨焦油類（骨油、動物油、吉普氏（Jeppel）油）。由骨頭或反芻動物角分解蒸餾而得。為呈黑色液體，十
分粘稠且具有惡臭氣味，主要用於製造殺蟲劑或吡啶基料。
（14）離子交換劑（包含鹼性或酸性交換劑），但第三十九章聚合物除外。這些離子交換劑為不溶性化合物，當
與電解質溶液接觸時，那些存在於不溶性化合物本身之一個離子與溶於溶液中的物質互相交換一個離子，
此種性質在工業上具有價值，如除去硬水中之鈣、鎂鹽用於鍋爐、紡織或染料工業，洗衣等之需求。它們
亦用於轉變鹽水成飲水等。但人造沸石（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不含粘著劑者，應予排除（第 28.42
節）。
（15）防垢化合物，一般以碳酸鈉、矽酸鈉、鞣酸等為基料。這些化合物加入硬水中，使大部分溶解性鈣和鎂鹽
沉澱，防止鍋垢沉積在鍋爐、蒸氣發生器管件和其他水循環設備內。
（16）生氧劑（或氧石），添加少量銅或鎳鹽於過氧化鈉中而製得之產品。這種氧石沉浸於水中可調解氧氣之釋
出。生氧劑通常為立方體狀或石板狀。
（17）凡立水或膠之硬化添加劑，如氯化銨和尿素之混合物。
（18）真空管吸收劑，係以鋇、鋯等基料等製成。這些吸收劑通常配製成片、錠或類似形狀，或塗在金屬管或線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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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包裝供零售脫墨劑，這些通常為符合化學定義之化合物水溶液，在某種情況下單一化合物（如氯胺溶液）
亦可使用，但在其他情況則須兩種有互補作用之化合物，後者在同一包裝內有兩瓶，例如，一瓶為亞硫酸
氫鈉水溶液，另一瓶為過錳酸鉀水溶液。
（20）包裝供零售用蠟紙修正液，這些通常為粉紅色纖維素凡立水，裝於小瓶內，在蓋上通常附有一小刷子。
臘紙修正液包裝非供零售用者之那些凡立水不包含於本節內。以這些凡立水組成之有機成份稀釋液列於第
38.14 節內。
（21）修正液包裝供零售者，這些為不透明（白色或有色）液體，主成份含顏料、粘合劑和溶劑，用於打字、原
稿、照相版、印刷或類似上，遮蓋錯誤或其他不要之記號等。它們通常裝於小瓶內（一般蓋上附一小刷）、
罐裝或如筆之形式。
此類修正液用之有機複合稀釋劑歸入第 38.14 節。
（22）修正帶包裝供零售者。這些成捲修正帶通常置於塑膠分配器上，用於遮蓋寫字或打字的錯誤，或打字稿、
手稿、影本、平版印刷之原版或類似文件上多餘的記號等。這些產品有不同的寬度和長度。修正帶是由塗
佈於帶子表面上之不透明塗料所組成。此塗料是藉由手壓塗抹頭以覆蓋於修正處。
本節不包含：
（a）含背膠之紙組成之修正帶（第 48 章）。
（b）打字機或類似貨品之色帶或其他配製品供壓印用途者。
（23）主要用於澄清酒類和其他醱酵酒之製品，這些一般以聚乙烯氮伍圜酮，或白明膠，或卵蛋白質狀的物質如
魚膠，白明膠，鹿角菜，或卵蛋白等為基料。然而含有酵素者除外（第 35.07 節）。
（24）塗料用複合充量劑，為粉狀製品加入於塗料中（水漿塗料除外）以減低它們的價格同時也改良一些性質（如
使顏料容易散佈）。同時亦用於製造水漿塗料，但於此處係用作色料，這些產品組成為兩種或兩種以上天
然產物（白堊、天然硫酸鋇、板岩、白雲石、天然碳酸鎂、石膏、石棉、雲母、滑石、方解石等）之混合
物，或為此等天然產物與化學品之混合物，或化學品之混合物（如氫氧化鋁和硫酸鋇之混合物）。
本類亦包括細粒天然碳酸鈣（香檳白），每個粒子外層使用硬脂酸防水膜特別處理。
（25）用於製造某些陶瓷品（假牙等）之配製品，為以高嶺土、石英和長石為基料之混合物。
（26）燒窯示溫器（賽格圓椎體等），這些一般成小角錐形狀，由陶瓷槳料和玻璃化配製物質之類似品混合而成。
它們組成份被設計成在某種溫度時即軟化和熔化，故可被用於控制如燒製瓷器品之燒窯。
（27）蘇打石灰，純石灰浸漬氫氧化鈉而製得，用於在潛水艇內或在閉式麻醉系統中等吸收二氧化碳。本節不包
括包裝供實驗室用之蘇打石灰試劑。（第 38.22 節）。
（28）以鈷鹽著色的水合矽質膠凝體，用為乾燥劑，可由其顏色指出是否仍屬有用。
（29）防銹劑，這些產品可能以在化學上可防止生銹作用之磷酸為基料之產品。
以潤滑劑為基料的防銹劑，依情況歸列於第 27.10 或 34.03 節。
（30）含糖精或其鹽類和碳酸氫鈉等物質和酒石酸組成之配製品（如錠劑），非為食物但能用作食品、甜味劑。
（31）保藏或醃物用鹽，組成成份為氯化鈉添加亞硝酸鈉（亞硝酸鹽）或硝酸鈉（硝酸鹽）。
同樣產品添加糖者被分類於第 21.06 節內。
（32）某些未鑲嵌但已裁製之壓電物質元件（第 71.03 或 71.04 節的石英、電氣石等除外）。
大部被用為壓電元件之產品，在本節中有：
（a）洛瑟爾鹽(Rochelle salt)（或謝格涅特鹽（Seignette salt），即四水合酒石酸鈉鉀）；酒石酸乙二胺；銨、
銣、銫等之正磷酸鹽及其混合結晶體等。
（b）鈦酸鋇；鈦鋯酸鉛；偏鈮酸鉛；鈦鋯酸鉛鍶；鈦酸鈣等。
這些元件藉精密切割高品質培養晶之相對電子軸而得。在切割前此等晶體如係符合化學上定義之化合
物，則此等結晶它們適當的節別是被列於第二十八或二十九章；否則它們即列於本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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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用上述（b）項產品製成的未鑲嵌多晶極化元件。
（33）防滑輸送帶用之配製劑，含脂肪物質、琢磨料等，即使含重量百分比 70％或更多量之石油或從瀝青礦物油
所得之油類亦包含在內。
（34）製造特定治療物質（如抗生素）的中間產品，用醱酵法藉助微生物，過濾和初步抽取而得之，一般含活性
物質不超過 70％，例「鹼餅」它為製造四氯環素（金黴素）之中間產品並且含非活性菌絲、助濾劑和 10
～15％四氯環素。
（35）藉化學發光現象產生光效應之成品。如光杖其光效應仍由存在於一種溶劑和一種螢光化合物下草酸酯和過
氧化氫之間化學反應而得。
（36）用於汽油引擎之起動液，含二乙醚、重量百分比 70％或更多之石油和其他組成份，其中二乙醚為其基本成
份。
（37）粉狀鑄模膏（與水混合後使用），此種粉末含約 30％黑麥粉和約 30％木質纖維素與水泥、膠和白堊混合。
本節不包含第 34.07 節之鑄模膏。
（38）「平板顏料」，為改質過之樹脂酸鋁鹽所構成，它的粒子外層塗覆纖維醚以保護他們抵抗溶劑和防止沉積。
（39）魚鱗漿或魚肥，為一銀色漿原料由石油溶劑處理魚鱗與而得，並且由於它的嘌呤成份用於提煉製造珍珠精。
（40）溴碘化鉈結晶，含溴化物和碘化物的固溶體，主要利用他們光學性質（對紅外線有高透明度）。
（41）膠體試劑，一種非符合化學上定義的產品，含有微晶高嶺石此物曾被特殊處理提取它的有機質素製成一種
乳白色粉末形狀。用於製造許多有機產品（塗料、凡立水、乙烯聚合物分散劑、臘、粘著劑、乳香化合物、
化粧品等）。
（42）工業上的脂肪酸。
（i）二聚分子物。
（ii）三聚分子物。
（iii）戊醇酯化然後環氧化。
（43）工業級之氧化二鉬、碳和硼酸之凝聚混合物，用於製鋼中之一種合金材料。
（44）商品名為「氧化灰」或「黑氧」之粉末，有時非正確的稱之為「鉛塵」，為一氧化鉛（65～80％）和金屬
鉛（調和）混合之特別配製產品，由控制球磨法中純鉛氧化而得並且用於製造蓄電池極板。
（45）兩種不同有機化合物異構物之混合物，二乙烯苯異構物（通常 25～80％）和乙基乙烯苯異構物（通常 19
～50％），用作聚苯乙烯之聚合劑，其中僅二乙烯苯異構物進行交聯程序。
（46）在化學製品上作為增稠劑和乳化安定劑或在製造磨石琢磨料時作為粘合劑之混合物，含第二十五章不同節
或相同節，不論是否與於其他章分類之材料混合，且含有如下之一之組成者：
─不同粘土的混合物。
─不同粘土和長石的混合物。
─粘土、長石粉及天然硼砂粉（西藏硼砂）之混合物。
─粘土、長石和矽酸鈉鹽的混合物。
（47）用為植物生長介質的混合物，（如盆栽土），由分類於第二十五章（土壤，砂，粘土）之產品所組成，不
論它們是否含有少量肥料元素氮、磷或鉀所組成。
泥煤和砂或粘土之混合物，具泥煤之主要成份特性者是不包含在內（第 27.03 節）。
（48）白明膠基之複印膏；這些用於複製品，印刷機器滾迵外層等，此膏組成份各不相同但主要成份為白明膠，
它以不同比例加入糊精和硫酸鋇鹽或（假如此膏被用於製造印刷機用油墨滾筒）甘油或糖和填充劑（高嶺
土等）。
這些膏不論裝入於容器（盒子、桶等）或可供立即使用（一般以紙或織物襯背）被分類於本節。
本節不含外層塗佈複印膏之印刷機油墨滾筒（第 84.4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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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當作乳化劑的二乙醯酒石酸單、雙甘油酯與磷酸三鈣或碳酸鈣之混合物。
本節亦不包含：
（a）用於紡織、造紙、製革或相似工業之整理劑和其他產品或製劑（第 38.09 節）。
（b）第 68.06 節的隔熱隔音或吸音作用之礦物混合物或第 68.12 節的以石棉或石棉及碳酸鎂為基料之混合物。

。
。。

目註解：
3824.71 至 3824.79 目
第 3824.71 至 3824.79 目包括含有甲烷、乙烷或丙烷的鹵化衍生物之混合物，包括該鹵化衍生物與其他物質
之混合物。
包括含有含甲烷、乙烷或丙烷的鹵化衍生物混合物的貿易已為蒙特婁破壞臭氧層物質管制議定書所控管。

第 3824.91 目
第 3824.91 目描述之混合物及調製品的貿易，已被公約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化學武器的使用及此類產品
的銷毀所控管(化學武器公約)。

38.25-化學或相關工業未列名殘餘物；都市廢棄物；污水下水道污泥；本章註六所述之其他廢
棄物
3825.10-都市廢棄物
3825.20-污水下水道污泥
3825.30-醫療廢棄物
-廢有機溶劑：
3825.41--含鹵化物者
3825.49--其他
3825.50-金屬浸洗液、液壓油、剎車油及抗凍液的廢棄物
-化學或相關工業的其他廢棄物：
3825.61--主要含有機成分者
3825.69--其他
3825.90-其他
（A）化學或相關工業未列名殘餘物
（1）鹼性氧化鐵，用於淨化氣體（尤其是煤氣），含不純之氧化鐵，係自鐵礬土抽取鋁之過程中所產生之副產
物品。這些副產品亦含有碳酸鈉、矽等。
（2）製造抗生素所得之殘餘物（稱為「餅」），其抗生素含量非常少，適合用於複合動物飼料的調製。
（3）氨氣液，係從煤氣濃縮而得的粗煤焦油經沉澱之水溶性產物，也可以自洗滌煤所用之水經吸收氨氣而得。
在輸送前它通常先經濃縮。它們為棕色液體且用於製造銨鹽（特別是硫酸銨）以及純化和濃縮氨氣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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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廢氧化物。煤氣經水吸取大部分之氨氣後，即將煤氣通過通常由沼鐵礦或由氧化鐵（Ⅲ）水合物、鋸屑及
硫酸鈣所組成之塊狀物進行化學淨化，此塊狀物除去煤氣中的某些雜物質（硫化氫、氫氰酸等）。當失效
時，此塊狀物含硫、普魯士藍、少量銨鹽且其他物質之混合物，通稱為廢氧化物。它通常為粉狀或粒狀，
帶綠至棕色，且具一種不快之氣味，主要用為硫黃和氰化物（尤其是普魯士藍）的原料，並可用作肥料或
殺蟲劑。
（5）通過所謂石灰石-石膏煙氣脫硫（LG FGD）處理發電廠燃燒廢棄之殘餘物。這些殘餘物為固體或漿狀，可進
一步加工及作為製造石膏板時，用作天然石膏的替代品。然而，從這些殘餘物分離而得之經純化硫酸鈣除
外（第 28.33 節）。

（B）都市廢棄物
本節也包括一種來自家庭、旅館、餐廳、醫院、商店、辦公室等收集的都市廢棄物，及道路、人行道之清掃
物，以及建造及拆除建築物的廢棄物。都市廢棄物通常包括廣泛的種類，例如塑膠、橡膠、木材、紙、紡織品、
玻璃、金屬、食物、破損家具以及其他損壞或丟棄的物品。
自廢棄物中分離之個別物質或物品（諸如塑膠、橡膠、木材、紙、紡織品、玻璃或金屬的廢棄物以及耗損電
池），及工業廢棄物均不歸入本節，而應歸入本制度適當之節（來自化學工業及相關工業之工業廢棄物，詳見下
列（D）），這類被收集的廢棄物質或產品也分類於它們適當之節。

（C）污水下水道污泥
污水下水道污泥係指由都市放流水處理廠所產生之污泥，包括具前處理之廢棄物、清洗的污物及未安定之污
泥。
本節不包括適合用作肥料的安定化污泥（第 31 章）。然而，其含有其他有害農作物物質（例如：重金屬），
使安定化污泥不適合用作肥料者，仍歸入本節。

（D）本章註六所指之其他廢棄物
本節也包括廣泛種類之本章註六所指的其他廢棄物。這些包括：
（1）醫療廢棄物，是源自醫學研究、診療或其他醫學、外科、牙科或獸醫所得之受污染廢棄物，這類廢棄物經
常含有病菌、藥物、體液，且須特別程序處理（例如：沾污的傷口包紮物、用過的手套、用過的注射器）；
（2）廢棄之有機溶劑，通常源自清潔洗滌過程，其係主要含不適合再做原產品使用之有機溶劑的廢棄物，不論
是否供回收溶劑者。
主要含石油類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的廢油除外（第 27.10 節）。
（3）金屬浸洗液、液壓油、剎車油及抗凍液之廢棄物，不適合再做原產品使用，它們通常用作原產品的回收。
然而，本節不包括來自廢棄之金屬浸洗液的灰分及殘餘物，其為一種用於金屬或金屬化合物的回收（第
26.20 節），亦不包括主要含石油類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的液壓油和剎車油廢棄物（第 27.10 節）。
（4）其他來自化學工業及相關工業之廢棄物。這類特別包括來自於油墨、染料、顏料、油漆、亮漆及凡立水之
生產、調配及使用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棄物，除了都市廢棄物及廢棄之有機溶液之外之廢棄物。它們一般是由
液體或半固體分散於均勻或非均勻水溶液為介質之不同成分之混合物，並呈現出大範圍之黏度。這些廢棄物
不適合進一步使用作為主要產品之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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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節不包括來自廢棄之爐渣、灰分，及來自油墨、染料、顏料、油漆、亮漆、油漆及凡立水之生
產、調配及使用過程中所產生之殘餘物，其為一種用於金屬或金屬化合物的回收(第 26.20 節)，亦不包括來
自廢棄之主要含石油類或得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第 27.10 節)。
本節也不包括：
（a）含金屬、砷或其混合物之熔渣、灰末及殘餘物，係一種在工業上用於砷或金屬的回收或它們的化合物的製造
（第 26.20 節）。
（b）都市廢棄物焚化後之灰末及渣滓（第 26.21 節）。
（c）精油脫萜所得之萜副產品（第 33.01 節）。
（d）製造木漿所產生之殘餘鹼水（第 38.04 節）

38.26-生質柴油及其混合物，不含或含低於 70％重量的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生質柴油由長度不同的脂肪酸鏈的單烷基酯所組成，與水不互溶，具有高沸點，低蒸氣壓力，粘度類似於產
自石油的柴油。生質柴油是典型的化學轉酯化反應（處理），在催化劑存在下油脂或脂肪與酒精反應（通常是甲
醇或乙醇），形成所需的酯類。它可從植物油（如油菜籽，大豆，棕櫚樹，葵花籽，棉籽，麻風樹）、動物脂肪
（如豬油，牛脂），或使用過的油或脂肪（例如，煎炸油，回收的煮食油脂）獲得。生質柴油本身不含有石油，
也不含有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但可以混合與從石油或瀝青礦物餾出的燃料（如柴油，煤油，取暖油）。生質柴
油可以作為壓縮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生產熱能或類似用途之燃料。
本節不包括：
（a） 混合物，含 70％或以上重量的石油或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第 27.10 節）。
（b） 衍生自植物油，已完全脫氧和僅由脂肪烴鏈組成的產品（27.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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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類
塑膠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類註：
1.─貨品由兩個或以上不同成分組合成套者，當該組合成分部分或全部歸屬本類，且混合後可成為第六或第七類
之產品，而該組合成分具有下列情形者，應歸入該產品適於歸屬之節：
（a）參照成分之組合方式，不須先經重新包裝即能清楚辨明將供組合用者；
（b）同時申報者；及
（c）根據其性質或彼此間之比例，能辨明供互相調配用者。
2.─除了第 39.18 或 39.19 節之貨品外，塑膠、橡膠及其製品其上印有文字或圖畫，並做為主要用途者，歸入第四
十九章。

總

則

類註 1：
本類註是關於由兩種或兩種以上個別成分組合成套，其組合物之部分或全部組分屬於第七類之貨品的歸類問
題；並僅適用於其各組分準備於混合後構成第六類或第七類產品的成套貨品。這類成套貨品只要其組分符合上述
類註 1.（a）～（c）款的條件，則應按其混合後的產品歸入相應的稅號。
必須注意，本類註 1.不包括雖由兩種或兩種以上個別成分但合成套，其部分或全部組分也屬於第七類範圍內，
但係供相繼地使用而非需預先混合的貨品。這些貨品如屬零售包裝，應按解釋準則（一般按準則三（b））歸類；
如屬非零售包裝，則按各個別成分分別歸類。

類註 2：
第 39.18 節的貨品（塑膠製地面覆蓋物及塑膠製牆或天花板覆蓋物）及第 39.19 節的貨品（塑膠製自粘性板
等），即使以所印的花紋、字符或圖畫為其主要用途，仍歸入上述節內而不歸入第四十九章。但所有其他本類列
的塑膠或橡膠貨品，如以所印花紋、字畫作為主要用途，均應歸入第四十九章。

第三十九章
塑膠及其製品
章註：
1.─本分類所稱「塑膠」一詞，係指第 39.01 至 39.14 節之物品，此類物品能在聚合時或在某一後繼階段經由外力
塑造（通常為加熱或加壓，必要時加溶劑或可塑劑）以壓模、鑄造、擠出（射出）、滾壓或其他程序而成型
且在外力影響除去後能保留原狀者。
本分類所稱「塑膠」並包括硫化纖維，但不適用視為（第十一類）紡織物之物質。
2.─本章不包括以下各項：
(a)

第 27.10 或 34.03 節之潤滑油調製品；

（b）第 27.12 或 34.04 節之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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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符合化學上個別定義之有機化合物（第二十九章）；
（d）肝素（第 30.01 節）；
（e）第 39.01 至 39.13 等節所指之任何產品溶於揮發性有機溶劑所形成之溶液（膠棉除外），且溶劑重量超過
該溶液重量之 50％者（第 32.08 節）；第 32.12 節之燙印箔；
（f）第 34.02 節之有機界面活性劑或其製品；
（g）流質膠或酯化膠（第 38.06 節）；
(h) 礦物油(包括汽油)或與礦物油相同用途之其他液體用之製成添加劑(38.11 節)；
（i）以聚乙二元醇、矽樹脂或第 39 章之其他聚合物為基料之液壓性流體製品(38.19 節)；
(k) 供診斷或實驗用之塑膠底襯試劑（第 38.22 節）；
（l）符合第四十章定義之合成橡膠或成品；
（m）鞍具或輓具（第 42.01 節）或第 42.02 節之行李箱、皮箱、手提包或其他容器；
（n）第四十六章之編條，柳條製品或其他物品；
（o）第 48.14 節之牆壁覆蓋物；
（p）第十一類之物品（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q）第十二類之物品（例如，靴鞋、帽類、雨傘、陽傘、手杖、鞭子、馬鞭或其零件）；
（r）第 71.17 節之仿首飾；
（s）第十六類之物品（機器及機械或電器用具）；
（t）第十七類所列航空器或車輛之零件；
（u）第九十章之物品（例如，光學元件、眼鏡架、繪圖儀器）；
（v）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或錶殼）；
（w）第九十二章之物品（例如，樂器或其零件）；
（x）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燈配件，照明告示、預鑄建築物）；
（y）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器材）；
（z）第九十六章之雜項製品（例如，刷子、鈕扣、拉錬、梳子、煙斗之嘴或柄、紙煙嘴或類似品、保溫器零
件或類似品，鋼筆、自動鉛筆、單腳架、雙腳架、三角架及類似物品）。
3.─第 39.01 至 39.11 節僅適用由化學合成製成，且符合下列種類之貨品：
（a）當採用減壓蒸餾法於水銀柱調整為 1013 毫巴後置於攝氏三百度蒸餾時，餾分容積低於百分之六十之液體
合成聚烯烴（第 39.01 及 39.02 節）；
（b）非高度聚合薰草酮─茚樹脂（第 39.11 節）；
（c）平均至少五個單體之其他合成聚合物；
（d）聚矽氧（第 39.10 節）；
（e）可溶酚醛樹脂（第 39.09 節）及其他預聚合物。
4.－所稱「共聚合物」係指所有聚合物，其中無一單體單元含量以重量計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百分之九十五或以
上者。
除分類另有規定者外，本章之共聚合物（包括共聚縮合物，共聚加成物、團聯共聚物及接枝共聚物）及聚摻
合物，歸入聚合物中所含共單體單元重量比其他任一共單體單元要大之共聚合物所屬之節。本註規定同一節
聚合物之共單體應合併比較重量。
共聚合物或聚摻合物，如無單一共單體單元重量大於其他共單體單元時，應歸入可予考慮之節中擇其節位列
最後者為準。
5.－化學改質之聚合物，即僅是附加於主要聚合鏈之部分經化學反應改變者，歸入未改質前該聚合物適用之節，
接枝之聚合物不適用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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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39.01 至 39.14 節所稱「初級狀態」，僅適用於下列狀態：

（a）液體及糊狀，包括分散液（乳化液或懸浮液）及溶液。
（b）不規則形狀之塊，團、粉（包括磨碎之粉）、粒、細片及類似之散裝狀態。
7.─第 39.15 節並不適用於單一熱可塑性塑膠廢料，剝屑物碎片轉變成初狀態者（第 39.01 至 39.14 節）。
8.─第 39.17 節之「管」係指中空之產品，通常用在輸送或引導氣體或液體，（例如花園用加強管、打洞管），不
論其係半成品或成品，此名稱同時包括腸衣及其他平滑管狀物。然而最後一項外，其內橫部面不屬於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長度未超過寬度之 1.5 倍）或正多角形者，不視為管，應視為定型。
9.─第 39.18 節之「牆壁或天花板之塑膠被覆物」指寬度不少於 45 厘米成捲之產品，適合做為牆壁或天花板之裝
飾品。塑膠永久附著於任何材質（紙除外）作成之襯背上，該塑膠層表面已經漆成紋理、壓紋、著色、印圖
案或其他裝飾者。
10.─第 39.20 及 39.21 節之「板，片，薄膜，箔及條」僅適用於板、片、薄膜、箔及條（第五十四章者除外）及規
則幾何圖形之塊狀物，不論其是否經過印刷或其他表面加工，未切或已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但未經進
一步加工（縱使經如此之切割可供即時使用者）。
11.─第 39.25 節僅適用於第二分章前各節所列貨品以外之下列產品：
（a）貯水池、槽（包括化糞池）、桶及類似容器，其容量超過 300 公升者；
（b）用於例如：地板、牆、分隔物、天花板或屋頂之建築用料；
（c）漕槽及其配件；
（d）門、窗、及其框、門檻；
（e）陽台、欄干、籬、門及類似障礙物；
（f）百葉窗、窗簾（包括威尼斯窗簾），類似品及其零件及配件；
（g）供裝配用並永久裝置之大型架，例如：商店、工廠、倉庫中者；
（h）裝飾建築物，例如：凹槽、圓頂閣、鴿舍等；
（ij）在門、窗、樓梯、牆或建築物其他部分安裝之永久性配件及架，例如：柄、把手、鉤子、托架、手巾架、
開關板及其他保護板。
。
。。

目註：
1.－本章任何一個節內，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及經化學改質之聚合物按下列規定分類：
（a）在相同系列中有「其他」之目時：
（1）聚合物目內其名稱字首為「聚」（例如聚乙烯及聚醯胺─6,6）者，係指組成該名稱聚合物之一種
或多種單體單元總重量必須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百分之九十五或以上者。
（2）第 3901.30、3901.40、3903.20、3903.30 及 3904.30 等目所稱之共聚合物，係指共聚單體單元達全部
聚合物含量之百分之九十五或以上者。
（3）經化學改質之聚合物，如其未明確被歸入另外一個目時，則應歸入於稱為「其他」之目內。
（4）不符合上列第（1）、（2）或（3）項之聚合物，則在系列中所餘之目內，歸入聚合物中重量比其
他任一共單體單元要大之單體單元之聚合物所屬之目內。為此，聚合物之構成單體單元屬於相同
目者應合併比較重量。進行比較之構成共單體單元，以屬同目內之系列聚合物者為限。
（b）相同系列中無「其他」目時：
（1）聚合物應歸類於聚合物中重量比其他任一單一共單體單元大之單體單元之聚合物所屬之目。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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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目內構成聚合物之單體單元應合併比較重量。進行比較之構成共單體單元以屬同目內之系列
聚合物者為限。
（2）經化學改質之聚合物應歸入未改質聚合物適用之目號。
聚摻合物歸類係比照相同比例之相同單體單元構成之聚合物所屬之目。
2.－第 3920.43 目所稱「可塑劑」包括二級可塑劑。

總

則

總而言之，本章涵蓋之物質為聚合物、半成品及其製品，但不包括本章註 2 中所列舉之物品。

聚合物
聚合物之特徵在於其乃由一種或多種形式之單體重複排列而成。
聚合物可以由數種相同或不同化學結構之分子反應生成，此一過程稱為聚合反應。廣義而言，此一名詞包括
以下主要形式之反應：
（1）加成聚合反應：係每一分子上的未飽和烯烴彼此經由簡單之加成反應而不生成水或其他副產品，所生成聚
合物之鏈結為純粹碳一碳鏈者，例如由乙烯聚合成聚乙烯或由乙烯及醋酸乙烯共聚而成的乙烯─醋酸乙烯
共聚物。此類的聚合反應有時稱為簡單聚合反應或共聚合反應，也就是聚合反應或共聚合反應之狹義定義。
（2）重排聚合反應：分子之官能基中包含氧、氮、硫等類原子，彼此經由分子內之重排和加成反應而不生成水
或其他副產品的反應，而生成聚合物之鏈結，其單體係由醚類、醯胺類及胺基甲酸乙酯類或其他鏈接合者，
例如由甲醛聚合而成之聚氧甲烯（聚甲醛），由己內醯胺聚合成聚醯胺─6（耐龍 6）或由多元醇及二異氰
酸酯聚合而成之聚胺基甲酸乙酯。此種形式的聚合亦稱聚合加成反應。
（3）縮合聚合反應：分子官能基中的氧、氮及硫等原子彼此經過由縮合反應而生成水或其他副產品。所生成聚
合物之鏈結，其單體係由酯類、醚類、醯胺類或其他類似單體結合者。例如由乙二醇及對苯二甲酸酯或由
己二胺及己二酸聚合而成之聚醯胺 6,6。此種形式的聚合反應亦稱為縮合反應或聚縮合反應。
聚合物可以再經由化學反應改質，例如，聚乙烯或聚氯乙烯的氯化反應，聚乙烯的氯磺酸化反應，纖維素的
乙醯化反應或硝化反應或聚醋酸乙烯的水解反應。
聚合物的縮寫
在本章所述之許多聚合物亦是由其縮寫即可辨識。下表是一些常用的縮寫：
ＡＢＳ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

ＣＡ

醋酸纖維素

ＣＡＢ

丁酸醋酸纖維素

ＣＰ

丙酸纖維素

ＣＭＣ

羧甲基纖維素

ＣＰＥ

氯化聚乙烯

ＥＶＡ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ＨＤＰＥ

高密度聚乙烯

ＬＤＰＥ

低密度聚乙烯

ＬＬＤＰＥ

線型低密度聚乙烯

ＰＢＴ

聚對苯二甲酸二丁酯

ＰＤＭＳ

聚二甲基矽烷

ＰＥ

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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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Ｘ

聚氧化乙烯（聚氧乙烯）

ＰＥＴ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ＰＩＢ

聚異丁烯

ＰＭＭＡ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ＰＰ

聚丙烯

ＰＰＯ

聚氧化二甲苯

ＰＰＯＸ

聚氧化丙烯（聚氧丙烯）

ＰＰＳ

聚硫化苯

ＰＳ

聚苯乙烯

ＰＴＦＥ

聚四氟乙烯

ＰＶＡＣ

聚醋酸乙烯

ＰＶＡＬ

聚乙烯醇

ＰＶＢ

聚乙烯縮丁醛

ＰＶＣ

聚氯乙烯

ＰＶＤＦ

聚偏二氟乙烯

ＰＶＰ

聚吡咯烷酮乙烯

ＳＡＮ

苯乙烯─丙烯腈共聚物

應注意，商用聚合物有時比其以縮寫方式所表示者含有更多單體單元（例如線型低密度聚乙烯（LLDPE），
它基本上是乙烯的聚合物，含有少量（通常＞５％）的α─烯（烴）單體單元）。此外，在聚合物中的單體單元
之相關量不需與縮寫順序相同（例如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ABS）共聚物含苯乙烯做為主量的單體單元）。
聚合物的縮寫應僅做為一種引導之用，所有分類仍應以相關的章註和目註以及按聚合物中單體單元的相關組成為
基礎（見本章章註四及目註一）。

塑

膠

「塑膠」一詞之定義，在本章註 1 所述，係指第 39.01 至 39.14 節之材料，能在聚合時或某些後繼階段，在外
界影響力下（通常為加熱或加壓，必要時加溶劑或可塑劑）以壓模塑、鑄造、擠出、滾壓或其他程序使其成型，
且在外界影響力除去之後，尚能保持該形狀者。本分類所稱「塑膠」亦包括硬化纖維，但不適用於第十一類紡織
品之材料。必需注意的是「塑膠」一詞之定義，在本分類中均可適用。
對「聚合反應」一詞係採用廣義之定義，表示形成聚合物的任何方法，包含加成聚合反應，重排聚合反應（聚
加成反應）及縮合聚合反應（聚縮合反應）。
在本章中，藉著重覆加熱而軟化成型為物品（例如模塑後再冷卻來硬化）的此類材料稱做「熱塑性塑膠」。
如果經由化學或物理的方法（例如加熱）而使其能或已成為不可熔解物品之材料，稱為「熱固性塑膠」。
塑膠的用途幾乎是無限的，但由其製造之許多物品歸入其他分類（見本章註 2）。

本章大概編排方式
本章分為兩個分章，第一分章包括初級狀態的聚合物，而第二分章則包括塑膠廢料、削屑及碎片及半成品和
成品。
第一分章與初級狀態的聚合物有關，第 39.01 至 39.11 節由化學方法合成之產品及 39.12 和 39.13 節天然聚合
物或經化學處理後之產品。第 39.14 節則包括以第 3901 至 39.13 節之聚合物為基材的離子交換樹脂。
第二分章中第 39.15 節與塑膠廢料、削屑及碎片有關，第 39.16 至 39.25 節包括塑膠半成品或列名之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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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26 節是最後一節，涵蓋那些不包含或未列名於第 39.01 至 39.14 節之塑膠製品或其他材料製品。

第 39.01 至 39.11 節之範圍
這些節別的範圍受本章註 3 之規定，只適用於經由化學合成之一類產品，可分為下列類別：
（a）液態的合成聚烯烴：係由乙烯、丙烯、丁烯或其他烯經類合成之聚合物。這些聚合物是採用減壓蒸餾法於水
銀柱調整為 1013 毫巴後置於攝氏三百度蒸餾時，蒸餾容積低於 60％之液體合成之聚烯烴，歸入第 39.01 或
39.02 節。
（b）樹脂：未高度聚合之薰草酮一茚型樹脂，係由煤焦油（第 39.11 節）中的混合單體（包括薰草酮或茚）共聚
合而成。
（c）平均至少由五個單體單元連續不斷地結合所構成之其他合成聚合物，包括本章章註 1 所定義的塑膠。
為計算章註 3（c）所稱聚合單體單元之平均數，聚縮物及某些重排之聚合物可有一個以上單體單元，
其每個化學組成均不同。特別是被視為均聚物之聚縮合物及某些重排聚合物，可具有一種以上且每種均有
不同化學結構之單元。一個單體單元是一個單一單體在聚合的過程中所能提供的最大結構單元。不要和結
構上的重複單元混淆，它在所指的聚合物內是做為重複用之最小結構單元。而且也不要和形成聚合物之單
一分子的單體混淆。
譬如：
（a）聚氯乙烯
下面的鏈代表三單體單元：

─ＣＨ2─ＣＨＣl─ＣＨ2─ ＣＨＣ1─ＣＨ2─ＣＨＣ1─
│
│
│
│
│
└──┬───┴───┬───┴──┬────┘
1

2

單體
氯乙烯

3

單體單元

結構上的重複單元

─ＣＨ2─ＣＨＣ1─

─ＣＨ2─ＣＨＣ1─

（ＣＨ2＝ＣＨＣ1）
（這種情況下，單體單元與結構重複單元相同）
（b）聚醯胺─6,6
下面的鏈代表四單體單元：

單體

單體單元

己二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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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及

己二酸

結構上的重複單元

（這種狀況有兩種不同的單體單元，其結構上的重複單元是由每種一個所組成的）

（c）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合物
下面的鏈代表六單體單元：

OAc

(＊)這種情況下，單體單元係任意定位且結構上的重複單元觀念不適用。

（d）矽聚合物：非化學上定義之產品，分子中包含一個以上之矽─氧─矽的鏈結，並且包含以矽─碳鏈結在矽
原子上的有機基（第 39.10 節）。
（e）可熔酚醛樹脂（resols）（第 39.09 節）及其他預聚合物：預聚合物是具有重複單體特性之產品，即使是可能
含有未反應之單體。預聚合物是指預備再經更進一步聚合較高分子量用之聚合物，因此不包含成品，諸如
二異丁烯（第 27.10 節）或分子量非常低的混合聚氧乙烯（聚乙二醇）（第 38.24 節）。預聚合物例如丙二
酚或苯酚甲醛與氯甲代氧丙環，環氧化之環氧化物以及聚異氰酸鹽。

共聚合物與聚摻合物
「共聚合物」一詞在章註 4 中之定義，為無單一單體單元含量以重量計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百分之九十五或
以上者。
因此，例如由 96%丙烯單體單元與 4%其他烯屬烴單體單元組成之聚合物，即不能視為共聚合物。
共聚合物包括共聚縮合產品，共聚加成產品，團聯共聚合物及接枝共聚合物。
團聯共聚合物係由不同單體單元成分構成的聚合體鏈段，至少兩種交替地結合所組成之共聚合物（例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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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乙烯和聚丙烯交替鏈段所組成之乙烯─丙烯共聚合物）。
接枝共聚合物係由主要聚合物構成之主鏈，在其側面有不同單體單元成分構成之聚合物支鏈所組成之共聚合
物。例如苯乙烯一丁二烯共聚合物一接枝一聚苯乙烯（聚苯乙烯接枝在苯乙烯一丁二烯共聚合物上）和聚丁二烯
一接枝一苯乙烯一丙烯腈共聚合物。
共聚合物（包括共聚縮合物、共聚加成物、團聯共聚物及接枝共聚物）及聚摻合物之歸類係以章註 4 所述為
準。除另有規定外，此等產品歸入聚合物中以含共單體單元重量比其他任一共單體單元要大之共聚合物所屬之
節。因此，屬於同一節聚合物之共單體單元應合併比較重量，視同其係為單一共單體單元。
共聚合物或聚摻合物，如無單一共單體單元（或分類屬於同一節聚合物之共單體單元）重量大於其他共單體
單元時，應歸入可予考慮之節中擇其節位列最後者為準。
因此，例如一種氯乙烯─醋酸乙烯（酯）共聚合物，含 55％之氯乙烯單體單元時，則歸入第 39.04 節；但是
若含有 55％之醋酸乙烯酯單體單元時，則歸入第 39.05 節。
類似的，一種含 45％乙烯、35％丙烯及 20％異丁烯之單體單元的共聚合物，則歸入第 39.02 節，因為丙烯及
異丁烯單體單元之聚合物同樣屬於第 39.02 節，把兩者合併後總佔重量之 55％，超過乙烯單體單元的含量。
由二異氰酸甲苯酯和聚醚多元醇聚合所得之聚胺基甲酸乙酯佔 55％與 45％聚氧二甲苯所組成之聚摻合物歸
入第 39.09 節，因為聚胺基甲酸乙酯之單體單元超過聚氧二甲苯之聚醚之單體單元的含量。所有共聚單體，包括
為其一部分之多醚將視為一體而歸入第 39.09 節，就此而論，聚胺基甲酸乙酯（ＰＵ）所有單體單元，包括形成
聚胺基甲酸乙酯之聚醚多元醇部分，亦視為其整體之單體單元而歸列稅則第 39.09 節。

化學改質聚合物
化學改質之聚合物，即僅附加於主要聚合鏈之部分經化學反應改變者，歸入未改質前該聚合物適用之節（見
章註五），接枝聚合物不適用本規定。
因此，例如氯化聚乙烯和氯磺酸化聚乙烯都歸入第 39.01 節。
聚合物經化學改質形成反應性環氧基而變為環氧樹脂者（見第 39.07 節註解）歸入第 39.07 節內。例如，酚樹
脂經環氧-[1,2]-氯-3-丙烷按環氧樹脂歸列，並不視為經化學改質之酚樹脂歸入第 39.09 節。
聚摻合物其中組成之任何一種聚合物經化學改質者，則其全部亦視為經化學改質。

初級狀態
第 39.01 至 39.14 節只有涵蓋初級狀態之物品。「初級狀態」一詞如本章註 6 所定義，它只應用於以下形態：
（1）液體和糊狀物：這些可能是需要經加熱或其他方式熟化（curing ）以形成最終產品的基本聚合物，或可能是
未熟化或半熟化物質之分散液（乳化液和懸浮液）或溶液。除了熟化需用的物質外（例如，硬化劑（交聯
劑）或其他共反應物及促進劑），這些液體或糊狀物可以包括其他諸如可塑劑、安定劑、填充劑及著色物
質，主要目的在於使最後產品具有特殊之物性或其他需要之特性。此類液體及糊狀物用作鑄造、壓出等，
亦作為浸漬材料，表面塗層，油漆和塗料之基材、膠、增稠劑、絮凝劑等。
當某些物質加入後，因而產生的製品不再包含在第三十九章內，而改在其他章節做更詳盡之描述，舉
下面為例：
（a）調製膠：見總註解最後所列除外項目中之（b）項。
（b）礦油用之配製添加物（第 38.11 節）。
亦應注意，第 39.01 至 39.13 等節所指之任何產品溶於揮發性有機溶劑所形成之溶液（膠棉除外），
且溶劑重量超過該溶液重量之 50％者，是不包括在本章中，而應歸列於稅則第 32.08 節內（見本章章
註 2（e））。
沒有溶劑的液體聚合物，可以很清楚地認定只是用做清漆者歸入第 32.10 節，當不能清楚地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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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歸入本章。
初級狀態聚合物與添加物作進一步配製，使該產品適合作膠黏劑用，則歸列於第 3214 節。
（2）粉末、顆粒和薄片：這些形態者係用來模塑、製造清漆、膠等及做為增稠劑、絮凝劑等用途。他們可能包
含未塑化材料，但在模塑和熟化的過程中變成塑膠，或為已加入可塑劑的材料。此類材料可加入填充劑（例
如，木屑、纖維素、紡織纖維、礦物質、澱粉）、著色物質或上述第（1）項中所提到之物質。舉例而言，
粉末可藉加熱和用或不用靜電而塗覆於物體上。
（3）不規則形狀的塊狀物，團狀或類似之散裝形狀：不論其是否添加填充劑、著色物質或上述第（1）項中之物
質。規則幾何形之塊狀物非初級狀態，並且是屬於「板、片、薄膜、箔及條」中（見本章註 10）。
某種熱塑性材料之廢料、削屑及碎片轉變而成的初級狀態材料，歸入第 39.01 至 39.14 節（根據其材料而定）
而不歸入第 39.15 節（見本章註 7）。

管
「管」一詞在第 39.17 節中使用，其定義見本章註 8。

第 39.20 或 39.21 節之板、片、薄膜、箔及條
「板、片、薄膜、箔及條」一詞在第 39.20 及 39.21 節中使用，其定義見本章註 10。
諸如板、片等，不論其是否經過表面加工（包括正方形和其他長方形之切割）有經過磨邊、鑽孔、研磨、鑲
邊、扭曲、加邊框等其他加工或切割成非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的形狀者，通常是歸入第 39.18、39.19 或 39.22
至 39.26 節。

多孔性塑膠
多孔性塑膠為具有許多遍佈在塑膠體中之巢室（開放型或封閉型或兩型兼具）者，包括泡沫塑膠、發泡塑膠
及微孔或微巢室塑膠。它們可能是可撓性的或堅硬性的。
多孔性塑膠由各種不同方法製成，這些方法包括將氣體混入塑膠中（如：利用機械混合，低沸點溶劑的揮發，
產生氣體之材料的降解作用(degradation)），中空微球體（如：玻離質或酚樹脂者）與塑膠混合，熔結塑膠顆粒，
以及將塑膠與水或可溶於溶劑之物質混合，並將該物質或水濾出，使塑膠存有空隙。

塑膠和紡織品之組合
牆壁或天花板之覆蓋物能符合本章註 9 者，歸入第 39.18 節，其餘之塑膠和紡織品組合物之歸類係由第十一
類註之 1(h)項，第五十六章之註 3 和第五十九章之註 2 加以規定。
本章也包括以下之產品：
（a）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紡織材料重量佔總重量之 50％以下或氈呢完全嵌入塑膠中。
（b）不論是完全嵌入塑膠中或是在兩面完全以塑膠材料來塗佈或覆蓋之紡織品和非織物，假使如此塗佈或覆蓋
可以用肉眼來識別，而不必考慮會發生顏色改變之結果。
（c）在攝氏 15 到 30 度之間，將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積層處理的紡織品以人力圍繞直徑 7 釐米的圓柱，
產生裂痕。
（d）多孔性塑膠與紡織品（如第五十九章章註 1 所定義）、毛氈或不織布結合製成的板、片及條，其中的紡織
物僅是作為強化目的。
無圖案、未漂白、漂白或均勻染色的紡織物、毛氈或不織布，如僅附於這些板、片或條的一個表面上
時，應視為只供作強化目的。附有圖案，印染或更複雜的加工紡織物（例如起絨）及特殊的產品，例如，
絨面織物，薄紗與花邊及第 5811 節之紡織產品，則應視為不只具有強化之功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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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孔性塑膠製成之板、片及條，其雙面皆與紡織品組合，不論紡織品之性質如何，皆不歸入本章（一
般歸入第 56.02、56.03 或 59.03 節）。

塑膠與其他非紡織品類的組合
本章也涵蓋了以下的產品，如果其保有塑膠製品主要之特性，而不論係由一種簡單加工或多種連續加工而得。
（a）用其他材料（金屬線、玻璃、纖維等）做為補強或支持用網線，並且嵌入在塑膠板、片的本體中。
（b）以一層其他材料諸如金屬箔、紙板作分隔之塑膠板、片等。
由紙或紙板兩面各被覆一層薄的保護塑膠片所形成的產品，倘其仍具有紙或紙板之主要特性，則不歸
入本章（通常列入第 4811 節）。
（c）以紙板加強之壓層塑膠板和包含一層紙或以塑膠塗佈或覆蓋之紙板之製品，塑膠層之厚度必須超過總厚度之
一半以上，且不屬於第 48.14 節中之牆壁覆蓋物。
（d）含有玻璃纖維或紙板之製品，以塑膠浸漬並緊壓在一起，具有剛、硬之特性（假使產品具有較多的紙或玻
璃纖維製品之特性，則視情況歸入第四十八章或第七十章）。
前面所提到之規定，雖然考慮到其狀況不同，但仍然可以適用在單股絲、桿狀物、棒狀物及定型，管子和軟
管及其製品。
必須注意的是卑金屬紗和網僅浸漬在塑膠，是不歸入本類（第十五類），即使在浸漬之過程中，其網目已被
填滿。
由木材和塑膠疊成之板或片，如木材僅作為塑膠之支持或加強時，則歸入本章；而當塑膠只是輔助的功能（例
如作為精密三夾板的基底）則不歸入本章（第四十四章）。必須注意的是基於此一考慮、建築物中由一層層木材
及塑膠組合成之嵌板，按常規歸入第四十四章（見本章總註解）。

*
* *

除章註 2 所列的產品外，本章亦不包括：
（a）濃縮後散佈在塑膠中之著色物質，具有第三十二章產品的特性者。舉例而言，第 32.04 節之註解（第(Ⅰ)段
（C）項中有關濃縮後散佈在塑膠中之著色物質及第(Ⅱ)段（2）有關有機發光劑，也就是藍光鹼性蕊香紅Ｂ）
，
第 32.05 節（第 7 段中有關濃縮後分散於塑膠中之著色用沈澱色素）及第 32.06 節（A）部分中第 6 段的第(Ⅰ)
分段有關濃縮後分散於塑膠中之其他類著色物質。
（b）由含第三十九章產品所容許的添加劑（填充劑、可塑劑、溶劑、顏料等）以外之非歸入該章的其他添加物
（例如蠟、松香酯、未改質之天然蟲漆）之第 39.01 節到第 39.13 節之聚合物或其拌合物所組成，供做粘著
劑用之特殊處方調製品，及第 39.01 節到第 39.13 節之產品，其包裝成供零售之膠或接著劑，淨重不超過 1 公
斤者（第 35.06 節）。
（c）塑膠及其製品（不包括第 39.18 或 39.19 節之產品），其上印刷有主題、文字或圖畫，並做為主要用途者（第
四十九章）。
。
。。

目註解：
目註１：
本目註規定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摻合物在目層次之歸類。但這些產品在本目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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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以歸類之前它們應該在本章註 4 及 5 下先歸入適當之節別（見本章總則註解）。

聚合物（含共聚合物）及化學改質聚合物之歸類
依據目註 1，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與化學改質聚合物應依目註（a）、（b）段中之規定予以歸類，但須
視同系列之目中是否有列為「其他」之目。
列為「其他」之目並不包括例如「其他聚酯」及「其他塑膠」之目。
「同系列」一詞係指同一層次之目，亦即第一層次或第二層次之各目（見解釋準則六之註解）。
應註意，某些節中（如第 39.07 節）含有兩種型式系列之目。
（A）同系列中列有「其他」目時之歸類
（1）目註 1 中(a)(1)界定以「聚」為字首之聚合物（如聚乙烯、聚醯胺─6,6）即指其構成單體單元或該聚合
物聚合之單體單元之重量佔聚合物總重量之 95％或以上者。以「聚」為字首命名之聚合物（如第 3911.10
目中之多萜烯），所有屬於同等之單體單元（如多萜烯中之不同萜烯單體單元）必須佔該聚合物重量
之 95％或以上。
應強調者是，此一定義僅適用於同系列中列有「其他」目之聚合物。
因此，若一種聚合物含有 96％之乙烯單體單元及 4％之丙烯單體單元，其比重為 0.94 或以上時（適
用本章章註 4 歸入第 39.01 節之聚合物）即應歸入第 3901.20 目中之聚乙烯，因為乙烯單體單元佔全部
聚合物含量之 95％或以上，且同系列中列有「其他」之目。
上述對以「聚」為字首之聚合物定義若用於聚乙烯醇時，「乙烯醇」單體單元不必佔其重量 95
％或以上。但其醋酸乙烯（酯）與乙烯醇單體單元合併計算則須佔該聚合物重量之 95％或以上。
（2）目註 1 之(a)(2)係有關處理第 3901.30、3901.40、3903.20、3903.30 及 3904.30 且所列產品之歸類。
列入上述四目中之共聚合物，其列名於目內聚合物之組成單體單元重量必須佔 95％或以上。
因此，例如若一種共聚合物含有 61％之氯乙烯、35％醋酸乙烯酯及 4％之順丁烯二酐單體單元（屬
第 39.04 節所列之聚合物，因為氯乙烯和醋酸乙烯（酯）單體單元合併計算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 96％。
另一方面，若一種共聚合物含有 60％之苯乙烯、30％之丙烯腈及百分之十之甲苯乙烯單體單元（屬
於第 39.03 節中之聚合物）則應歸入第 3903.90 目（「其他」）而不歸入第 3903.20 目，因為苯乙烯與
丙烯腈單體單元合併計算僅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 90％。
（3）目註 1 之(a)(3)係關於化學改質聚合物之歸類。此等聚合物應歸於列為「其他」之目內，但以其未列入
另一目中為限。本註之重點是不將化學改質聚合物歸類於未改質聚合物之同一目內，除非該末改質聚
合物係歸入於列為「其他」之目內。
因此，例如氯化聚乙烯或氯磺酸化聚乙烯為第 39.01 節中所列之化學改質聚乙烯，則應歸入第
3901.90 目（其他）。
另一方面，將聚醋酸乙烯（酯）水解而獲得之聚乙烯醇則應歸入第 3905.30 目內，此目可包括此
類物品。
（4）(a)(4)段：聚合物無法按(a)(1)、(a)(2)或(a)(3)規定加以歸類者，則應歸入列為「其他」之目內，除非在
考量的系列中有更明確的目列有其單體單元超過其他任一單體單元重量之聚合物。
為此目的，列於同目中聚合物之單體單元應視為一體。僅同系列目中所列聚合物之單體單元始加
以比較。
所謂比較明確目之本文為有「某某之聚合物」，「某某共聚合物」或「某某聚合物」（例如丙烯
共聚合物）（第 3902.30 目），含氟聚合物（第 3904.61 及第 3904.69 目）。
歸類於此等目中者，僅須目內所列單體單元超過在考量系列之其他任一單體單元即可，亦即在目
中所指之單體單元不需要超過全部聚合物總含量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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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種乙烯─丙烯共聚合物含有 40％之乙烯與 60％之丙烯單體單元（屬於第 39.02 節之聚合
物）即應歸類於第 3902.30 節之丙烯共聚合物；因丙烯為唯一被考慮之單體單元。
同樣地，一種共聚合物含有 45％之乙烯，35％之丙烯與 20％之異丁烯單體單元（屬於第 39.02 節
之聚合物）則歸入第 3902.30 目中，因為僅丙烯與異丁烯單體單元加以比較（乙烯單體單元不予置理）
且丙烯單體單元含量超過異丁烯單體單元之故。
另一方面，一種共聚合物含有 45％之乙烯、35％之異丁烯與 20％之丙烯單體單元（屬於第 39.02
節中之聚合物）則歸入第 3902.90 目中，因為僅異丁烯與丙烯單體單元加以比較，且異丁烯單體單元
含量超過丙烯單體單元。
（B）在相同系列無「其他」目時之歸類
（1）目註 1 之(b)(1)規定在相同系列無「其他」目時，將聚合物歸類於其聚合物中重量比其他任一單一共單
體單元大之單體單元所屬之目中。為此，相同目內構成聚合物之單體單元應合併比較重量。
此與本章章註 4 中對聚合物在節層次中之歸類方法類似。
對一單體單元佔多數之原則仍適用，除非聚合物所含單體單元未列入所考慮系列各目內。在此情
形下，進行比較之相關單體單元以屬同目內之系列聚合物者為限。
因此，例如尿素及酚與甲醛之共聚縮合物（屬於 39.09 節之聚合物）若尿素單體單元超過酚單體
單元時，歸入第 3909.10 目，若酚單體單元較多時則歸入第 3909.40 目，因為在同系列目中並無「其他」
目。
應牢記，目註 1(a)(1)中所稱以「聚」為字首之聚合物之定義並不適用於此類之目。
因此，例如含有聚碳酸樹脂與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單體單元構成之共聚合物，若前者較多時歸入
第 3907.40 目，如後者較多時，則歸入第 3907.60 目，因為同系列目中並無「其他」目。
（2）目註 1 之(b)(2)是有關處理化學改質聚合物之歸類。當所考慮者在相同系列目中並無「其他」目時，此
等產品即歸入與未改質聚合物相同之目。

聚摻合物之歸類
目註 1 之最後一段規定聚摻合物之歸類。其歸類係比照相同比例之相同單體單元構成之聚合物歸入其所屬之
目。
下列為聚摻合物之歸類舉例說明：
─聚摻合物，其比重大於 0.94，含有 96％之聚乙烯與 4％之聚丙烯，則歸入第 3901.20 目中之聚乙烯，因為乙烯單
體單元佔聚合物含量之 95％以上。
─聚摻合物含 60％之聚醯胺─6 與 40％之聚醯胺 6,6 則第 3908.90 目（「其他」），因為兩種構成單體單元重量均
未達全部聚合物總含量之 95％或以上。
─聚丙烯（45％）、聚對苯二甲酸二丁酯（42％）與聚間苯二甲酸乙烯酯（13％）之摻合物則歸入第 39.07 節，
因兩種聚酯單體單元合併計算超過丙烯單體單元之含量。考量聚對苯二甲酸二丁酯與聚間苯二甲酸乙烯酯之單
體單元時並未慮及彼等個別聚合物如何混合為摻合物。在此例中，聚間苯二甲酸乙烯酯之一個單體單元。但此
一摻合物則歸入第 3907.99 目中，因為，僅考量聚酯單體單元時，「其他聚酯」構成之單體單元在正確之化學
計量比率上超過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單體單元。

─594 ─

Ch.39
第一分章
初級狀態
39.01-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3901.10-比重小於 0.94 之聚乙烯
3901.20-比重等於或大於 0.94 之聚乙烯
3901.30-乙烯一醋酸乙烯共聚合物
3901.40-比重小於 0.94 之乙烯-α-烯烴共聚合物
3901.90-其他
本節包括聚乙烯及化學改質之聚乙烯（例如，氯化聚乙烯和氯磺酸化聚乙烯）。也包含乙烯之共聚合物（例
如：乙烯一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和乙烯一丙烯共聚合物），而以乙烯為主要之共單體單元，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
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合混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總註解。
聚乙烯為一種半透明物質，其用途非常廣泛。所謂低密度聚乙烯(LDPE)是在攝氏 20 度時其比重小於 0.94（以
不含添加物之基準計算）的聚乙烯，被大量的使用在包裝膜，尤其以食物之包裝為最多，以及作為紙張、纖維板、
鋁箔等之塗層，電線絕緣材料還可用於各種家庭用具、玩具等的製造。高密度聚乙烯是在攝氏 20 度時，其比重
為 0.94 或以上之聚乙烯（以不含添加物之基準計算），它使用在許多以吹製成型及射出成型之物品、編織袋、汽
油及油類容器，管子之壓出成型等方面，以乙烯一醋酸乙烯之共聚物製造之成品有遮陽帽、箱中袋之容器內部襯
墊以及伸展包裝。本節也包括線性低密度乙烯-α-烯烴共聚合物(LLDPE)和其他共聚合物（塑膠彈性體），其比重
小於 0.94 且α-烯烴單體單元含量以重量計大於等於 25%，但小於 50%。
本節不包括：
（a）不符合本章註 3（a）之液體合成聚乙烯（第 27.10 節）。
（b）聚乙烯蠟（第 34.04 節）。

39.02-丙烯或其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3902.10-聚丙烯
3902.20-聚異丁烯
3902.30-丙烯共聚合物
3902.90-其他
本節涵蓋之內容包括所有烯烴類之聚合物（鏈狀碳氫化合物具有一個或多個雙鏈者謂之），但乙烯除外。本
節內之重要聚合物有聚丙烯，聚異丁烯和丙烯共聚合物。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摻
合物，見本章註解總則。
聚丙烯一般物理性質與高密度聚乙烯相似，聚丙烯和丙烯共聚合物也應用得很廣泛，例如，包裝膜，汽車的
模塑零件、器具、家庭用具等，電線和纜線之外覆絕緣皮，食物容器之密封蓋，和以積層法製成之產品，瓶子、
盤子和儲存精密設備之容器，導管，儲槽之襯裡，化學工廠之管線及穗狀毛毯之背墊。
經充分聚合的聚異丁烯與橡膠相近，但並不歸類在第四十章，因為它不符合成橡膠之定義。其用途可以做防
水的覆蓋以及改變其他塑膠之性質。
輕度聚合的聚異丁烯且符合本章註 3（a）規定者，亦包含在本稅則號別中。它是一種黏稠的液體用來改變潤
滑油的性質。
本節並不包括不符合本章註 3（a）規定之液體合成性聚異丁烯或其他液體合成聚烯烴類。（第 27.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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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3-苯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聚苯乙烯：
3903.11--發泡級
3903.19--其他
3903.20-苯乙烯一丙烯腈（SAN）共聚合物
3903.30-丙烯腈一丁二烯一苯乙烯（ABS）共聚合物
3903.90-其他
本節涵蓋聚苯乙烯和苯乙烯的共聚合物，苯乙烯共聚合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苯乙烯一丙烯腈（SAN）之共聚合
物，丙烯腈一丁二烯一苯乙烯（ABS）之共聚合物及苯乙烯一丁二烯共聚合物。大部分的苯乙烯一丁二烯共聚合
物中因為含有大量之丁二烯，符合第四十章註 4 之規定，因此視為合成橡膠而歸在第四十章。至於聚合物（包括
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合混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非發泡之聚苯乙烯是一種無色、透明之熱塑性材料，在電子及收音機工業上有廣泛的用途，它亦可應用在包
裝上，例如：用在食品及化妝品的包裝上，亦可應用在玩具之製造、鐘櫃及留聲機唱片之製造上。
發泡（多孔狀）聚苯乙烯含有在發泡的過程中產生之氣體，因此其密度很低，廣泛使用在電冰箱門、家用空
調機、冷凍儲藏設備、食物展示冷藏櫃之熱絕緣物。亦可應用在可隨手丟棄之包裝袋及食品服務項目等。
某些經過化學改質之苯乙烯共聚合物為離子交換樹脂（第 39.14 節）。
苯乙烯一丙烯腈（SAN）共聚合物具有高抗張力，良好的模塑性，和抗化學性，廣泛用來製造杯子、無柄杯、
打字機字鍵，冷凍機零件，濾油杯及一些廚房用具。丙烯腈一丁二烯一苯乙烯（ABS）共聚合物具有高度之抗震
性及耐天候性，用來製造汽車輪胎主體之零件及附件，冰箱門、電話機、瓶子、鞋根、裝機器的箱子、水管、建
築物嵌板、容器等物品。

39.04-氯乙烯或其他鹵化烯烴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3904.10-聚氯乙烯，未與任何其他物質混合者
-其他聚氯乙烯：
3904.21--未塑化
3904.22--已塑化
3904.30-氯乙烯一醋酸乙烯之共聚合物
3904.40-其他氯乙烯之共聚合物
3904.50-氯亞乙烯共聚合物
-含氟聚合物：
3904.61--聚四氟乙烯
3904.69--其他
3904.90-其他
本節涵蓋聚氯乙烯（PVC），氯乙烯共聚合物，偏二氯乙烯共聚合物，氟聚合物和其他鹵化烯烴之聚合物（有
關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PVC 是一種堅硬無色的材料，對熱之安定性有限，而且加熱後有黏附於金屬表面之傾向。基於此一原因和其
他理由，通常必需加入安定劑、可塑劑、延展劑、填料等，才能製成可用之塑膠。可撓性之片狀 PVC 廣泛的用做
窗簾、圍裙、雨衣等防水物質，以及高級人造皮製之家具或各種形式之交通運輸工具內部之裝飾。硬質的 PVC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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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製造蓋子、導管、儲槽之襯裡和許多其他化學工廠中之多項設備。PVC 地磚亦是其常見的用途。
最重要的氯乙烯共聚合物是氯乙烯一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其最主要用途在留聲唱片及地板。
偏二氯乙烯共聚合物大量的使用在食品包裝上，家具、纖維、豬鬃和乳膠塗料以及化學製成設備中的管件之
製造。
聚四氟乙烯（PTEF）是含氟聚合物中最重要的一種，在電子、化學和工程之工業上有非常廣泛之應用，因為
其具有較高之操作溫度，為一極佳之絕緣體，又因具有耐化學品性，它幾乎不會被破壞的。
其他含氟聚合物包括，氯化三氟乙烯，聚偏二氯乙烯等。

39.05-醋酸乙烯或其他乙烯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其他初級狀態之乙烯基聚合物。
-聚醋酸乙烯：
3905.12--水性分散液
3905.19--其他
-醋酸乙烯共聚合物：
3905.21--水性分散液
3905.29--其他
3905.30-聚乙烯醇，不論是否含有未經水解之醋酸基
-其他：
3905.91--共聚合物
3905.99--其他
本節涵蓋所有之乙烯系聚合物，但不含第 39.04 節之聚合物。乙烯系聚合物係指單體具有下列之化學式：
CH2＝C

Ｈ
，其中 C－X 鍵既不是碳─碳─鍵，也不是碳氫鍵。聚乙烯酮，其中之 C－X 鍵是碳一碳鍵，
Ｘ

因此不包括在本節中（屬於第 39.11 節）。
醋酸乙烯或其他乙烯酯之聚合物中，聚醋酸乙烯之重要性遠超過其他。由於其物性太軟及其彈性並不適合用
來製造成品。通常使用在製備纖維素漆、塗料、接著劑、紡織品之整理劑或浸漬劑等。例如，聚醋酸乙烯之溶液
及分散液（乳化液和懸浮液）作為黏著劑。
聚乙烯醇係由聚醋酸乙烯經水解製得。其使用程度分級視醋酸乙烯其未水解之程度而定。他們均為良好之乳
化劑和分散且用來保護塗料、藥品及化妝品和紡織中之膠體、接著劑、黏合劑和增稠劑。由聚乙烯醇製造之纖維
適合用來製造內衣、毛毯及衣服等。
聚乙烯縮醛可由聚乙烯醇和醛類如甲醛或丁醛反應來製備，或由聚醋酸乙烯與醛類反應來製備。
其他乙烯系聚合物包括聚乙烯醚，聚乙烯咔唑，聚乙烯四氫吡咯酮。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06-丙烯酸聚合物，初級狀態。
3906.10-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3906.90-其他
丙烯酸聚合物包含丙烯酸或甲基丙烯酸，其衍生鹽類、酯類或相對之醛類、胺類或腈類。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是本類中最重要的聚合物。由於具有極佳之光學性質及物理強度，故被用來做上釉之材料、戶外之告示牌和其他
展示物品，以及人造眼球，隱形眼鏡及人造假牙的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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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腈聚合物可以用來製造合成纖維。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
（a）丙烯酸聚合物為離子交換樹脂者（第 39.14 節）。
（b）丙烯腈共聚合物符合第四十章註 4 之規定者（第四十章）。

39.07-聚縮醛，其他聚醚及環氧樹脂，初級狀態；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及其他聚
酯，初級狀態。
3907.10-聚縮醛
3907.20-其他聚醚
3907.30-環氧樹脂
3907.40-聚碳酸樹脂
3907.50-醇酸樹脂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3907.61--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78ml/g
3907.69--其他
3907.70-聚乳酸
-其他聚酯類：
3907.91--不飽和者
3907.99--其他
本節涵蓋：
（1）聚縮醛係由醛類而來之聚合物，通常由甲醛而來，其特性為聚合物鏈上存在縮醛官能基，不可與第 39.05 節
之聚乙烯縮醛混淆，因其縮醛官能基為聚合物鏈上之取代基。本類之塑膠包含縮醛共聚合物，並且視為工
程塑膠，使用在軸承環，凸輪，家用汽車儀表，門把，泵及空氣推進器、鞋根、機械玩具、鉛管配件等。
（2）其他聚醚：由環氧化物、二醇化物或類似之原料製造之聚合物，其特性為聚合物鏈上存在醚官能基，不可
與第 39.05 節之聚乙烯醚混淆，因其醚官能基為聚合物鏈上之取代基。本類最重要的聚合物有聚氧化乙烯（聚
乙二醇）、聚氧化丙烯酸及聚苯氧化物（PPO）（較正確的名稱是聚（氧化二甲苯））。這些產品之用途甚
廣，PPO 像聚縮醛類一樣用做工程塑膠，聚氧化丙烯用來做聚胺基甲酸乙酯泡綿之中間物。
本節亦包括第 29 章（分章 1 至 10 和第 2940 節及第 2942 節）經聚乙二醇化之衍生物。
分類於第 29 章（2936 節至 2939 節及第 2941 節）或第 30 章之非聚乙二醇化之產品排除於本章，通常其
與未經聚乙二醇化者，仍分類於同一節。
（3）環氧樹脂：例如由環氧氯丙烷（1─氯─2,3─環氧丙烷）與雙元酚 A（4,4'-isopropylidenediphenol）、酚醛清
漆（酚性）樹脂或其他羥基化合物縮合而成，或由未飽和聚合物經環氧化而成。不論聚合物之基本構造如
何，這些樹脂之特性在於具有可以反應的環氧基，可以在使用時，例如加入一種胺類化合物、有機酸或酐、
三氟化硼複合物或一種有機聚合物，很容易地進行交聯反應。
環氧樹脂的範圍從低黏度的液體到高熔點的固體都有，它們用來做表面塗料劑、接著劑、模塑或鑄塑
（注型）樹脂等用途。
環氧化動物或植物油屬於第 15.18 節。
（4）聚碳酸樹脂：舉例而言，由雙元酚 A 與光氣（carbonyl chloride）或與碳酸二苯酯縮合而成之聚合物，其特徵
為在鍵上有碳酸酯官能基存在。這些聚合物在工業上有許多用途，尤其在模塑成品及做為上釉劑。
（5）聚酯：這些聚合物其特徵為在聚合鍵上有羧酸酯官能基存在，舉例而言，由多元醇和多元酸縮合而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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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聚合物與第 39.05 節之聚乙烯酯及第 39.06 節之聚丙烯酸酯的不同，在於他們的酯官能基是在聚合物鍵
上被取代的。
聚酯包括：
（a）醇酸樹脂：由多元醇和多元酸或其無水物（酐）經聚縮合之產品，其中之一至少必需有部分或全部具
有 3 個或以上之官能基，而被其他取代物如脂肪酸或動、植物油或單元酸或醇、松香經化學改質而得。
它們並不包括無油的醇酸（見以下的（e）項）。這些樹脂通常主要使用來做塗料及高級凡立水並且通
常以黏稠狀或溶液狀供應。
（b）聚丙烯酯：不飽和聚酯中的一種特殊的類別（「不飽和」一詞之定義，見以下的（e）項說明），係由
烯丙醇和二元酸的酯化所衍生而成，例如鄰苯二甲酸二烯丙酯，它們可用來做積層之接著劑、塗料、
漆和需要微波透視之用途方面。
（c）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此聚合物通常係由對苯二甲酸與乙二醇酯化聚合而成或對苯二甲酸二
甲酯與乙醇反應聚合而成。其除了在紡織品上有非常重要用途外，亦發現可應用於如包裝膜、錄音帶、
飲料罐等。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78ml/g 一般用於製造瓶子。
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78ml/g 相當於特性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0.7 dl/g。
此黏度值係根據 ISO Standard 1628-5。
(d) 聚乳酸，亦稱聚乳酸交酯共聚物，它通常由乳酸經合成或發酵生產製得(這個方法使用的原料主要包括
己糖或可容易地被分裂成己糖之化合物,例如,糖、糖蜜、甜菜汁、硫化酒精飲料、乳清或澱粉)。在最
後的聚合反應步驟時環狀結構被打開，乳酸被轉換成環乳酸交酯二聚物。它的應用包括紡織纖維、包
裝材料和醫療使用材料。
(e) 其他聚酯：以下這些可能是飽和或不飽和聚酯。
不飽和聚酯是指那些具有足夠的未飽和雙鍵，因此可以容易地用來（或已經用來）與包含未飽和
雙鍵的單體進行交聯反應而形成熱塑性膠產品。不飽和聚酯包括聚丙烯酯（見以上之(b)項）及其他以
不飽和酸為主之聚酯（包括無油之醇酸樹脂）例如，順丁烯二酸或反丁烯二酸。這些產品通常以液體
預聚合物之型態存在，主要用來製造強化玻璃纖維積層材料和鑄造透明的熱固性塑膠產品。
飽和之聚酯包含以對苯二甲酸為主之聚合物，例如，聚對苯二甲酸丁烯酯與飽和無油的醇酸樹
脂。它們大量的使用在紡織品纖維和薄膜的製造上。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08-聚醯胺，初級狀態。
3908.10-聚醯胺－6，－11，－12，－6,6，－6,9，－6,10 或－6,12
3908.90-其他
本節包含聚醯胺及其共聚合物。線性聚醯胺即是廣為人知的尼龍。
聚醯胺係由有機二元酸（例如己二酸、癸二酸）和二胺類或某些胺基酸（例如，11-胺基十一酸）縮合聚合而
成，或由內醯胺類（如ε- 己內醯胺）經過重組聚合而成。
尼龍式聚醯胺中較重要的有聚醯胺 6，聚醯胺 11，聚醯胺 12，聚醯胺 6,6，聚醯胺 6,9，聚醯胺 6,10 和和聚醯
胺 6,12。非線性之聚醯胺的例子，有由二聚作用的蔬菜油酸及胺類經縮合而成的產品。
聚醯胺具有高抗張力，以及耐衝擊之特性。它們亦具有極佳之耐化學品性，尤其對芳香族及脂肪族碳氫化合
物、酮類及酯類等化合物。
除了在紡織品上的用途，聚醯胺在熱塑性塑膠的模塑方面應用亦極廣泛。它們也用來做塗料、黏著劑，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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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薄膜，而在溶劑中時，它們具有和漆類一樣的特殊用途。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09-胺基樹脂，酚樹脂和聚胺基甲酸乙酯，初級狀態。
3909.10-尿素樹脂；硫脲樹脂
3909.20-三聚氰胺樹脂
-其他胺基樹脂：
3909.31--聚(亞甲基苯基異氰酸酯)（粗 MDI，聚合 MDI）
3909.39--其他
3909.40-酚樹脂
3909.50-聚胺基甲酸乙酯
本節包括：
（1）胺基樹脂
這些物質是由胺類或醯胺類與醛類（甲醛、糖醛等）經縮合反應生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尿素樹脂
（例如尿素甲醛樹脂），硫脲樹脂（例如硫脲甲醛樹脂），三聚氰胺樹脂（例如，三聚氰胺甲醛樹脂）和
苯胺樹脂（例如，苯胺─甲醛樹脂）。
這些樹脂是用來製造透明、半透明或明亮著色的塑膠成品，亦多用來模塑桌子，和高級用品和電器產
品，在溶液和分散液（乳化液及懸浮液），（不論其是否經過油、脂肪酸、醇或其他合成聚合物之化學改
質）它們用在膠類及紡織衣著品等（見本章註解總則，不包括（b）項的膠類）。
聚(異氰酸苯甲烷)(通常稱為「粗製 MDI」或「聚合的 MDI」或聚二苯基甲烷二異氰酸酯)為一種不透明、
深棕色至澄清或淺棕色液體，為經由苯胺與甲醛之合成反應，形成甲基苯胺寡聚物的混合物，再與光氣並
經加熱處理而形成具反應性的異氰酸鹽官能基。此種產物係由苯胺與甲醛反應而得的化學改質聚合物(一種
化學改質胺基樹脂)，它含有純的 MDI 和 MDI 寡聚物的混合物，化學結構如下：

MDI 單體

MDI 寡聚物（n=1~6）

聚胺樹脂，諸如聚乙烯胺，當依照本章註 3 之規定，並不視為胺基樹脂，而是歸在第 39.11 節。
（2）酚樹脂
本類物質包括範圍很廣之樹脂類，係由酚或其同系物（甲酚，二甲酚等）或取代酚與醛類，例如甲醛、
乙醛、糠醛等縮合而衍生。產品的性質依其反應進行之情況及是否加入其他物質使其改質而有所不同。
因此，本類包含：
（a）樹脂類（酚醛清漆），在醇類或其他有機溶劑中可以安定的熔化和溶解，並且在酸性狀況下生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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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係用來做清漆模塑用粉末等。
（b）熱固性酚樹脂，在鹼性狀況下生成。在製造過程中，可以獲得一連續系列內的產物。首先是可熔酚醛
樹脂（resols），呈液體、糊狀或固體，可用來做清漆的基料、浸漬劑等。其次，半熔酚醛樹脂（resitols），
係模塑粉末，最後經過完全的反應，不熔酚醛樹脂（resites），最常以板狀、片狀、棒狀、管狀及其他
成品等完成型態出現，這些通常歸類在第 39.16 至第 39.26 節。
某些此類樹脂為離子交換劑列入第 39.14 節。
（c）油溶性酚樹脂（可溶於乾性油）由丁基酚、戊基酚，對位羥基聯苯，或其他取代酚元製備而成。其用
途主要在清漆的製造。
（d）以上述（a）、（b）和（c）項之樹脂為主，而混以松香或其他天然樹脂，合成樹脂（尤其是醇酸樹脂）、
植物油、醇類、有機酸或其他化學品加以改質，可以影響其在乾性油中之溶解度者。這些產品用以製
造漆料和塗料，作為表面塗層或浸漬劑用。
（3）聚胺基甲酸乙酯
本類包括所有由多官能異氰酸鹽與多羥基化合物，例如，蓖麻油，1,4 丁二醇，聚醚多元醇，聚酯多元醇
反應所製造的聚合物。聚胺基甲酸乙酯以各種形態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泡棉、彈性體和塗料。也可用在黏
著劑、模塑化合物和纖維方面。這些產品通常以成組或多成分系之一部分作為商業交易。
此類物質也包括聚胺基甲酸乙酯與未反應之二異氰酸鹽的多個官能基之混合物(例如：二異氰酸甲苯)。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10-聚矽氧，初級狀態。
本節之矽樹脂是指不符合化學上定義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分子中包含一個以上的矽一氧一矽鍵結，且其中所
含之有機根是直接由矽一碳鍵連接於矽原子上。
它們有高度的安定性，可為液體、半液體或固體。其產品包括矽油，油脂，樹脂及彈性體。
（1）矽油和矽脂可用作具有良好高溫或低溫下仍很穩定的潤滑劑、防水性浸漬產品、介電產品、泡沫抑制劑、
模塑離型劑等。含有矽脂或矽油混合物之潤滑劑視情形歸入第 27.10 節或 34.03 節。（見相關之註解）
（2）矽樹脂主要用來製造能在高溫下保持穩定性的清漆、絕緣或防水的塗料等，還可與玻璃纖維，石棉或雲母
等強化材料一起用於製造積層板、可撓性模型和電器之絕緣層。
（3）矽彈性體雖不在第四十章合成橡膠之定義範圍內，但在高溫或低溫下其延展性不受影響。此一性質使其可
用來製造必需承受高溫或低溫之墊圈或其他密封物品。另外在醫學上可以製造自動引流閥用在腦水腫病例
上。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符合第三十四章章註 3 條件的矽化合物（第 34.02 節）。

39.11-未列名石油樹脂，薰草酮茚樹脂，多萜烯，多硫化合物，聚碸及其他符合本章章註三之
產品，初級狀態。
3911.10-石油樹脂、薰草酮、酮或薰草酮茚樹脂及多萜烯
3911.90-其他
本節包括以下產品：
（1）石油樹脂，薰草酮、糍，或薰草酮一糍樹脂和多萜烯，為一群具有尚未高度聚合之樹脂，由多少含有不純
成份之深度裂化的石油餾份，煤焦油或松節油或其他來源之萜烯經聚合反應而成。可用作接著劑和塗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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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作為軟化劑加入橡膠或塑膠中，例如，用於製造塑料地磚。
（2）多硫化合物：其特徵為在聚合物鏈上有單硫鏈，例如聚硫化二甲苯，在多硫化合物中，每一個硫分子兩邊
均與碳原子相連，和第四十章之聚硫橡膠（thioplasts）不同，後者包含硫一硫之鍵結。多硫化合物用來做塗
料及模塑成品上，例如飛機及汽車零件和泵之螺旋葉。
（3）聚碸：其特徵為聚合物之鏈上有碸基存在，例如：將雙元酚（4,4'-isopropyidene-diphenol）之鈉鹽與雙（4-氯
苯）互相反應所得之產品，它們可用於製造電器零件、家用器具方面。
（4）未列名其他具有異氰酸鹽基之聚合物，例如：
（a）以二異氰酸己烷為基材之聚脲樹脂，由二異氰酸己烷(HDI)和水反應合成產生具有 3 至 4 個平均單體數
的預聚合物。此類產品用於漆類及凡立水的製造。
（b）以二異氰酸己烷為基材之聚異三聚氰酸鹽樹脂，由二異氰酸己烷(HDI)反應合成所製之預聚合物，其具
有單體單元間鏈接之三聚氰酸鹽，該預聚合物具有 3 至 5 個平均單體單元數。此類物質用於漆類及凡
立水的製造。
（5）其他列名在本章註 3 中之物質包括聚二甲苯樹脂，聚（1,4 二異丙苯），聚乙烯酮，聚乙烯亞胺，和聚亞醯
胺。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12-未列名纖維素及其化學衍生物，初級狀態。
-醋酸纖維素：
3912.11--未塑化
3912.12--已塑化
3912.20-硝化纖維素（包括膠棉）
-纖維素醚：
3912.31--羧甲基纖維素及其鹽類
3912.39--其他
3912.90-其他
（A） 纖維素
纖維素是一種高分子量之碳水化合物，組成植物的固體結構部分。棉花所含之纖維素，幾乎為純淨狀態。未
列名的初級狀態之纖維素均歸入本節。
再生纖維素是一種具有光澤而透明的物質，一般是將黃酸纖維素的鹼性溶液擠出而溶於酸中，經沈澱及凝結
而得。通常為薄且透明之片狀，歸入第 39.20 或 39.21 節，如為紡織纖維絲則歸入第五十四或五十五章。
硬化纖維是以氯化鋅處理纖維素漿製的紙或紙板而製得，通常為棒狀、管狀、片狀、板狀、或條狀，因此也
不包在本節內（歸入第 39.16、39.17、39.20 或 39.21 節）。

（B）纖維素之化學衍生物
本類包含纖維素之化學衍生物，做為製造塑膠或其他產品時之基材。
主要的纖維素衍生物，不論是否已塑化有下列：
（1）醋酸纖維素：以醋酸酐和醋酸在催化劑（例如，硫酸）存在的情況下，處理纖維素（通常是棉籽絨或溶解
級化學木漿）而製得。添加可塑劑後形成不燃性及適於射出成型之塑膠。它們通常以粉末狀、顆粒狀或溶
液狀存在。以片狀、膜狀、棒狀、管狀等形式出現的醋酸纖維，不包含在本節之內（屬第 39.16、39.17、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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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39.21 節）。
（2）硝酸纖維素（硝化纖維素）：這些產品通常是由纖維素（通常是棉籽絨）經由硝酸及硫酸的混合酸處理後
而製得。它們具有高度之可燃性，而且硝化程度愈高者（如火棉），可用做爆炸物，基於安全起見，它們
必需以醇類浸濕後才可以運送，通常是用乙醇、異丙醇或丁醇或以酞酸酯加入浸濕或塑化。硝酸纖維素在
醇類存在下以樟腦塑化形成「賽璐路」。賽璐路通常成片狀、薄膜狀、棒狀或管狀或是其他壓出形狀，因
此不歸入本節（第 39.16、39.17、39.20 或 39.21 節）。因為它不適合做射出成型，所以不被製成模塑粉末。
硝酸纖維素與其他種類的可塑劑混合後，廣泛地用做清漆的基材，因此以乾狀或糊狀萃取物之狀態存
在。含有硝酸纖維素與醚類（二乙醚）和醇類（乙醇）的混合物之溶液是膠棉也歸入本節。如該溶液有部
分蒸發則得固體狀之賽珞玎（celloidin）。
（3）醋酸丁酸纖維素和丙酸纖維素：此類纖維素酯所製成的塑膠，其性質與以醋酸纖維素所製成的塑膠相同。
（4）纖維素醚：其中最重要的是羧甲基纖維素、甲基纖維素及羥乙基纖維素。它們是水溶性的，可用以製得增
稠劑或膠水（見本章總註解所列，不包括貨品的（b）項對膠水之歸類）。其他有重要商業價值的纖維素醚
包括乙基纖維素，它是一種輕質塑膠。
以纖維素經過化學方法而衍生的塑膠，通常需要添加可塑劑。
至於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和聚摻合物間之區分，見本章註解總則。

39.13-未列名天然聚合物（例如藻酸）及改質天然聚合物（例如硬化蛋白質，天然橡膠之化學
衍生物），初級狀態。
3913.10-藻酸、藻酸鹽類及酯類
3913.90-其他
以下是本節包含之一些主要的天然或改質天然之聚合物：
（1）藻酸及其鹽類和酯類
藻酸是一種多糖醛酸，是由棕藻（Phaeophyta）在鹼性溶液中以浸漬法萃取而得。它可以一種無機酸將
萃取液沈澱或處理萃取液，以獲得不純之藻酸鈣，用無機酸處理將其轉換成高純度之藻酸。
藻酸不溶於水，但是其胺鹽和鹼金屬鹽可以容易地溶解在冷水中形成一種黏稠的溶液。所形成的黏稠
溶液的性質隨著藻朊酸鹽（酯）的純度而不同。水溶性的藻朊酸鹽（酯）可以用來作為增稠劑、安定劑、
膠凝劑和薄膜成型劑，應用在製藥、食品、紡織和造紙工業。
這些產品可含防腐劑（例如，苯甲酸鈉），並可添加膠凝劑（例如鈣鹽），阻滯劑（例如磷酸鹽、檸
檬酸鹽），促進劑（例如有機酸）和調節劑（例如蔗糖、尿素）使之標準化。但是上述之任何添加劑，不
可使產品特別適合某些用途而不適合一般用途。
在酯類中，丙二醇藻酸鹽（酯）是使用在食品等方面。
（2）硬化蛋白質
蛋白質是源自動物或植物的高分子量含氮化合物，它們適合加工成塑膠。本節僅包含那些已經過化學
處理而硬化的蛋白質。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商業價值。
硬化蛋白質通常呈規則之塊狀、片狀、棒狀或管狀。以這些形狀呈現時，不歸入本節內（通常歸入第
39.16、39.17、39.20 或 39.21 節）。
（3）天然橡膠之化學衍生物
作為高聚物的天然橡膠，經化學處理後可形成某些具有塑膠特性的物質。
它們包括：
（a）氯化橡膠，常製成白色小顆粒，用以製造塗料和漆料，塗後所形成的漆膜，可抗空氣以及化學品之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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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
（b）氯化氫橡膠，通常是使用在包裝上，經塑化後，可用於製造防護服。
（c）氧化橡膠，藉催化劑作用將加熱橡膠氧化而得。是一種樹脂性物質，用於製造某些漆類。
（d）環化橡膠，例如以硫酸（sulphuric）、氯磺酸或氯錫酸將橡膠處理而得，可獲得不同硬度之產品，用
作製造塗料、防水塗層及在某些範圍內製造模塑產品的基料。
（4）葡聚糖、糖原（動物性澱粉）和甲殼質及由木質素製造之塑膠
本節亦包含以澱粉分離法獲得之分離的支鏈澱粉和分離的直鏈澱粉。
聚合物（包括共聚合物）、化學改質聚合物及聚摻合物之歸類，參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
（a）未改質之天然樹脂（第 13.01 節）。
（b）由刺槐木豆子或瓜耳樹種子之胚乳粉加以醚化或酯化之產品（第 13.02 節）。
（c）氧化亞麻仁油（第 15.18 節）。
（d）肝素（第 30.01 節）。
（e）澱粉醚或澱粉酯（第 35.05 節）。
（f）松香、樹脂酸和其衍生物（包括酯樹膠和再熔膠）（第 38.06 節）。

39.14-以第 39.01 至 39.13 節之聚合物為基料之離子交換樹脂，初級狀態。
本節所包含之離子交換樹脂是交聯聚合物，通常呈顆粒狀，包含了活性離子基（通常為磺基、羧基、酚基或
胺基等）。在與電解質溶液相接觸時，這些活性離子基使得聚合物，本身上的一種離子會與溶液中的另一種離子
（有相同的電性，正電或負電）相交換。它們用來做硬水之軟化，牛奶的軟化，色層分析，由酸性溶液中回收鈾，
或是由肉湯中回收鏈徽素，以及用在工業上的其他用途。
最常見的離子交換樹脂是經化學改質之苯乙烯一二乙烯苯共聚物，丙烯酸聚合物或酚樹脂。
本節並不包括由本節中之離子交換樹脂填充的離子交換柱（第 39.26 節）。

─604 ─

Ch.39
第二分章
廢料、剝屑及碎片；半成品；成品

39.15-塑膠廢料、剝屑及碎片。
3915.10-乙烯聚合物
3915.20-苯乙烯聚合物
3915.30-氯乙烯聚合物
3915.90-其他塑膠
本節所涵蓋之產品可包括破損或用壞之塑膠產品，明顯地不能再作原來用途，或製造時之廢料（削片、粉屑、
裁屑等）。有些廢料可再用做模塑材料、底漆、填料等。
本節並不適用於單一熱塑性材料的廢料、削屑及碎片，轉變成初級狀態之情形（第 39.01 至 39.14 節）。
但是對於單一熱固性材料或兩個以上的熱塑性材料之廢料、削屑及碎片的混合物，即使轉變成初級狀態，亦包含
在本節內。
本節亦不包括塑膠廢料、削屑及碎片、含有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而主要用以回收貴金屬者（第 71.12 節）。

39.16-橫切面直徑超過 1 公厘之塑膠單絲、棒、杖及定型，除表面外未經其他加工者。
3916.10-乙烯聚合物製
3916.20-氯乙烯聚合物製
3916.90-其他塑膠製
本節包含任一橫切面直徑超過 1 公厘之塑膠單絲所製成之桿狀、棒及定型。它們的長度為經過一次操作（通
常為擠壓）而得，而且它們從一端到另一端具有一個固定或重覆的橫切面。中空之定型其標切面亦與第 39.17 節
之管有所不同（見本章章註 8）。
本節也包括那些僅是將切割之長度超過其橫切面之最大直徑或表面加工（如磨光、褪光等），但不經其他加
工之製品。具有黏著表面的定型用來密封窗框，歸入本節。
至於其切割後之長度不超過其橫切面最大直徑之產品或經其他加工（如鑽孔、研磨，以膠黏合或縫合等）者，
不包括在本節內。它們歸入第 39.18 至 39.26 節內之產品，除非它們在本分類中有其他更適合之章別可以歸類。
至於塑膠單絲、桿狀、棒狀及定型與其他材料的組合物之歸類，見本章註解總則。

39.17-塑膠管及附件（例如，接頭、肘管、凸緣）。
3917.10-硬化蛋白質或纖維素質製人工腸衣
-硬質管：
3917.21--乙烯聚合物製
3917.22--丙烯聚合物製
3917.23--氯乙烯聚合物製
3917.29--其他類塑膠製
-其他管子：
3917.31--破裂壓 27.6MPa 或以上之可撓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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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7.32--其他，未經加強或另與其他物質結合者，未附管件
3917.33--其他，未經加強或另與其他物質結合者，附管件
3917.39--其他
3917.40-管件
根據本章註 8「管」之定義為：
（i）中空產品，為半成品或成品，通常用來運輸、傳送或分散氣體或液體者（例如花園用之加強管，穿孔管）。
其內部之橫切面是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其長度不超過寬度之 1.5 倍）或正多邊形；以及
（ii）腸衣（不論是否捆扎或經其他加工）和其他扁平管。
本節也包括管的塑膠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及凸緣）。
因此，管及其配件可能為硬性或可撓性，而且可能是強化過或另與其他材料結合（至於塑膠管與其他材料結
合後之分類，見本章總註解）。

39.18-成捲或磚形之塑膠製地面覆蓋物，不論是否為自粘性；如本章註九定義之塑膠製牆或天
花板覆蓋物。
3918.10-氯乙烯聚合物製
3918.90-其他塑膠製
本節之第一部分包含通常用來做地板覆蓋物之捲形或磚形塑膠製品，必需注意的是自黏性地板覆蓋物是歸在
本節之內。
本節之第二部分，其範圍為本章章註 9 所定義，包括塑膠製牆壁或天花板覆蓋物，包含那些以紡織品做背底
者。而壁紙或以塑膠塗佈在紙上的類似之牆壁覆蓋物，則不歸在本節之內（第 48.14 節）。
必需注意的是本節包括產品印刷有主題、文字或圖案者，縱使其係作為產品之主要用途（見第七類類註 2）

39.19-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面形狀，不論是否成捲者。
3919.10-捲狀寬度未超過 20 公分
3919.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自黏性平板形的塑膠，不論其是否成捲形，與第 39.18 節的地板、牆壁或天花板覆蓋物不同。
本節的範圍限於平板形且對壓力敏感，就是在室溫之下不需要弄濕或添加其他東西，就具有持久之黏性（一面或
兩面），而且只要一經接觸就可以很堅固的黏附於各種不同的表面上，而不需要靠手指或手的壓力來使其黏固。
必需注意的是本節包括產品印刷有主題、文字或圖案者，縱使其係作為產品之主要用途（見第七類類註 2）。

39.20-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非多孔性及未經以其他物質加強、積層、支持或與
其他物質類似結合者(+)。
3920.10-乙烯聚合物製
3920.20-丙烯聚合物製
3920.30-苯乙烯聚合物製
-氯乙烯聚合物製：
3920.43--含以重量計不低於 6％之可塑劑
3920.4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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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酯聚合物製：
3920.51--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製
3920.59--其他
-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聚丙烯酯或其他聚酯製：
3920.61--聚碳酸樹脂製
3920.62--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製
3920.63--不飽和聚酯製
3920.69--其他聚酯製
-纖維素或其化學衍生物製：
3920.71--再生纖維素製
3920.73--醋酸纖維素製
3920.79--其他纖維素衍生物製
-其他塑膠製：
3920.91--聚乙烯縮丁醛製
3920.92--聚醯胺製
3920.93--胺基樹脂製
3920.94--酚樹脂製
3920.99--其他塑膠製
本節包括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條（未使用其他材料加以強化、積層、支撐或類似地結合者），第 3918
或 3919 節之產品除外。
本節亦包括由非凝聚性的聚乙烯片或以平均長度約 1 公厘且一般含 50％水份之聚丙烯纖維(fibrils)組成之合成
紙漿。
本節不包括那些已用塑膠以外的其他材料加以強化、積層、支撐或類似地結合者（第 3921 節）。而“類似地
結合”必須是塑膠與塑膠以外而能增強塑膠材料強度的其他材料（例如嵌入金屬網和玻璃纖維織物，及礦物纖
維、絮及絲）結合。
無論如何，由塑膠及粉狀、粒狀、球狀或薄片狀等填充料複合所製成的產品歸列於本節。另外，在本節少部
分的表面處理如著色、印刷（第七類類註 2），金屬的真空沈積不被認為是被強化或類似地結合。
本節亦不包括多孔性產品（第 3921 節）和寬度不超過 5 公厘塑膠條（第五十四章）。
根據本章註 10，「板、片、薄膜、箔及條」僅適用在板、片、薄膜、箔和條及具規則幾何形狀之塊狀物，不
論是否經過印刷或經其表面加工（例如，磨光、浮雕、著色、僅彎曲或成波紋狀），未切割或已切成長方形（包
括正方形）但未進一步加工者（即使經過如此切割即可使用者，例如桌巾）。
板、片等不論已否表面加工（包括正方形和其他切割成之長方形），經磨光邊緣，鑽孔、研磨、鑲邊、扭曲、
加邊框或其他的加工或是切成非長方形（例如正方形）之形狀者，通常歸入第 39.18、39.19 或 39.22 至 39.26 節。
。
。。

目註解：
第 3920.43 及 3920.49 目
本目產品係以可塑劑含量來區分。為達此目的，主要可塑劑及二級可塑劑必須合併列入考慮（見本章目註 2）。
主要可塑劑係為一種低揮發性的物質，當加到聚合物中時，一般會增加聚合物之可撓度（例如，鄰苯二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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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酸酯，苯三甲酸酯，磷酸酯，癸二酸酯，壬二酸酯）
。
二級可塑劑，也就是一般習知之增效劑，係極少單獨作為可塑劑。當與主要可塑劑相互結合存在時，二級可
塑劑之作用將會是改質或增強之功效。二級可塑劑也可作為阻燃劑（例如，氯蠟）或潤滑劑（例如，環氧大豆油，
環氧亞麻仁油）。

39.21-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
-多孔性：
3921.11--苯乙烯聚合物製
3921.12--氯乙烯聚合物製
3921.13--聚胺基甲酸乙酯製
3921.14--再生纖維素製
3921.19--其他塑膠製
3921.90-其他
本節包含除第 39.18、39.19 或 39.22 節或第五十四章產品以外之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條。因此，它只是包
括多孔狀產品或那些已被強化、積層、支持或其他材料類似結合者（至於板等與其他材料結合之分類，見註解總
則）。
根據本章註 10，「板、片、薄膜、箔及條」僅適用在板、片、薄膜、箔及條和具有幾何形狀之塊狀物，不論
是否經過印刷或經其他表面加工（例如，磨光、浮雕、著色、僅彎曲或成波紋狀），未切割或已切成長方形（包
括正方形）但未進一步加工（即使經過如此切割後，即可供使用者）。
板、片等不論已否表面加工（包括正方形和其他切割成之長方形）磨光邊緣，鑽孔、研磨、鑲邊、扭曲、加
邊框或其他的加工或是切成非長方形的形狀者（包括正方形在內），通常歸入第 39.18、39.19 或 39.22 至 39.26 節。

39.22-塑膠製浴缸、沐浴缸、洗滌槽、洗盆、馬桶墊及蓋，抽水馬桶之水箱及類似品。
3922.10-浴缸、沐浴缸、洗滌槽及洗盆
3922.20-馬桶墊及蓋
3922.90-其他
本節包括房屋等內之固定永久設備，通常與供水系統或下水道相連通者。本節也包括類似規格及用途之其他
衛浴用品，例如手提式洗澡盆、嬰兒浴盆及露營用的盥洗設備。
塑膠製抽水馬桶之水箱，不論是否裝有機械裝置的依然歸入本稅則號別中。
然而，本節不包括：
（a）小型可提式衛浴用具，例如便盆及夜壼（第 39.24 節）。
（b）肥皂盒、毛巾架、牙刷架、衛生紙架，毛巾鉤及用於浴室、盥洗室或廚房之類似物品；這些物品如係供裝
於牆上或建築物之其他部位之永久性裝置，則歸列第 39.25 節，否則歸列第 39.24 節。

39.23-塑膠製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製品；塑膠製瓶塞、蓋子及其他栓塞體。
3923.10-箱子、盒子、籃子及類似品
-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體）：
3923.21--乙烯聚合物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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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3.29--其他塑膠製
3923.30-大瓶、瓶子，細頸瓶及類似品
3923.40-線軸、錐形管、紗管及類似品
3923.50-瓶塞、蓋子及其他栓塞體
3923.90-其他
本節包括常用做包裝或輸送各種產品的所有塑膠製品，這些製品包括：
（a）容器類諸如箱子、盒子、條板箱、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形袋及垃圾袋），桶、罐、大瓶、瓶子及細頸瓶。
本節也包括：
（i）具有容器之特性，作為做包裝或運送食品用之無握柄之杯子，不論其是否可附帶用作餐具或盥洗器具。
（ii）塑膠製之瓶胚（Bottle Preforms）為管狀之中間產品，其一端封閉，而另一開口端具有可用螺紋蓋閉合
之螺紋，在螺紋端下方部位則係供膨脹成期望的尺寸及形狀。
（b）線軸、錐形管、紗管及類以品，包括未裝磁帶之影音卡匣。
（c）瓶塞、蓋子、瓶蓋及其他栓塞體。
本節不包括，特別是家庭用品如垃圾箱，以及不具有包裝或運送貨物容器特性的餐用或盥洗用杯子，不論是
否有時用做貨物容器（第 39.24 節），第 42.02 節之容器和第 63.05 節之可撓性容器。

39.24-塑膠製餐桌用餐具、廚房用具，其他家庭用製品及衛生或盥洗用具。
3924.10-餐桌用餐具及廚房用具
3924.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之塑膠物品：
（A）餐具，諸如：茶具、咖啡用具、餐盤、有蓋湯皿、沙拉碗、各種碟子、咖啡壼、茶壺、糖缸、啤酒杯、其
他杯、船形醬油碟、水果盤、調味瓶、鹽罐、芥末罐、雞蛋杯、茶壺架、桌面舖墊、餐刀架、餐巾環、刀、
叉及湯匙等。
（B）廚具，諸如：盆子、果醬模子、廚房用水罐、貯藏瓶、貯藏罐及箱（茶罐、麵包箱等）、漏斗、杓子、廚
房用刻度量杯、及趕麵棍等。
（C）其他家庭用品，諸如：煙灰缸、熱水瓶、火柴盒夾、垃圾箱、水桶、水罐、食物貯藏容器、窗簾、幔、桌
巾和防塵之家俱套（易於套或脫者）。
（D）衛生或盥洗用具（不論家庭或非家庭用者），諸如：衛生用具（大口水罐、缽等）、清潔水桶、床用便盆、
小便器、便壼、痰盂、灌洗器、洗眼杯；嬰兒奶瓶用之奶嘴（護理用奶嘴）和指套；肥皂碟、毛巾架、牙
刷架、衛生紙架、毛巾掛鉤及非供永久固定安裝於或嵌入牆上的浴室、盥洗室或廚房用的類似物品。然而，
若這些物品係供裝於牆上或建築物之其他部分之永久性裝置（例如用螺絲釘、釘、栓或接著劑）則不包括
在本節（39.25 節）。
*
* *

本節也包括杯子（沒有握柄）供餐桌或盥洗使用，不具有包裝或運送貨品的容器特性，不論是否有時用做貨
物容器。但本節不包含沒有握柄，具有容器特性，可用來包裝或運送貨品之杯子（第 39.23 節）。

39.25-未列名塑膠製之建築用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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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5.10-蓄水池、槽、大桶及類似容器，容量超過 300 公升者
3925.20-門、窗及其框以及門檻
3925.30-百葉窗、簾子（包括活動百葉窗）及類似品及其零件
3925.90-其他
本節只適用於本章註 11 中所提到之物品。
。
。。

目註解：
第 3925.20 目
第 3925.20 目包含以門軸或滑動柵欄做為開關建築物房間進出口之門。它並不包含做為開關廣場、花園、中
庭入口等之柵欄（此類稱為「柵門」）（第 3925.90 目）。

39.26-其他塑膠製品及第 39.01 至 39.14 節之材料製成品。
3926.10-辦公室或學校用品
3926.20-衣服及服飾附屬品（包括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
3926.30-家具、車輛或類似品之配件
3926.40-小塑像及其他裝飾品
3926.90-其他
本節包括塑膠（如本章章註 1 所定義）或不在第 39.01 至 39.14 節範圍內之材料所製之未列名或未包括在其
他稅則號別內的物品。
它們包括
（1）衣著及服飾用品（非指玩具類）以塑膠片縫製或膠合，例如，圍裙、腰帶、嬰兒圍兜，雨衣、汗墊等。分
離式的塑膠頭罩假如是和塑膠雨衣相連的，也歸入本節內。
（2）傢俱、車輛或類似品之附件。
（3）小雕像及其他裝飾品。
（4）以塑膠片縫製或膠合之防塵片、防護袋、遮蓬、檔案封套、文件夾，書籍封皮和書套及其他類似之防護品。
（5）紙鎮、裁紙刀、吸墨紙滾台、筆架、書籤等。
（6）螺絲、螺栓、墊片及其他相似之常用配件。
（7）循環式或切成片段，兩端相接或加鎖固定之傳送、輸送或升降梯用帶。
任何種類之傳動帶、輸送帶、升降梯用帶，或依其設計需要而裝置之帶料，與配套的機器一起進口時，
不論其是否真正裝置在機器上，皆按該機器或機械裝置歸類（例如第十六類）。
另外，本節不包括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積層之紡織物做成之傳送或輸送帶或帶料（第十一類，
例如：第 5910 節）。
（8）裝有第 39.14 節之聚合物的離子交換樹脂管柱。
（9）裝有羧甲基纖維素的塑膠容器（用來做冰袋）。
（10）工具盒或箱，不具特殊形狀或內部適於容納特定工具（不論有否附件）（見第 42.02 節註解）。
（11）塑膠奶嘴（或供嬰兒用塑膠奶嘴）；冰袋、灌洗袋、灌腸袋及其零件；病人或類似護理用墊；子宮帽；避
孕套（避孕用具）；灌洗器用膠球。
（12）各種其他的產品，諸如，手提袋之緊固物，手提箱之包角，掛鉤、裝於傢俱下方的防護碗及轉輪，手柄（指
工具、刀子、叉子等），穿孔小珠，錶的玻璃蓋，數碼及字母，行李標籤夾。
（13）人工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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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章註：
1.─除另有規定者外，本分類內所稱「橡膠」係指不論是否硫化或硬化之下列用品：天然橡膠、巴拉塔橡膠、古
塔波橡膠、怪有力樹膠、奇克力樹膠、及類似天然樹膠、合成橡膠，及從油類中獲得之硫化油膏及該類物質
再生者。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十一類之貨品（紡織品及紡織製品）；
（b）第六十四章之靴、鞋或零件；
（c）第六十五章之帽類或零件（包括浴帽）；
（d）第十六類硬化橡膠製機械或電機用具或其零件（包括各種電器）；
（e）第九十、九十二、九十四或九十六章之物品；
（f）第九十五章之物品（運動用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及第 40.11 至 40.13 節之製品除外）。
3.─第 40.01 節至 40.03 節及第 40.05 節中所稱之「初級狀態」僅適用下列狀態：
（a）液體及膠漿（包括乳膠，不論是否預先硫化，及其他分散體及溶液）；
（b）不規則形狀之塊、團、包、粉、粒、碎屑及類似之散裝狀態。
4.─本章章註 1 及第 40.02 節中所稱之「合成橡膠」適用於下列各項：
（a）不飽和之合成物質其能以硫經硫化反應不可逆地轉變為非熱可塑性物質者，而此類物質在攝氏一八至二
九度之間時能被拉伸至原長度之三倍而不斷裂且於拉伸至原長度二倍後，在五分鐘內能恢復至不超過原
長度一倍半者。此類試驗，可加入交聯所需之物質如硫化活化劑或促進劑；章註 5（B）（ii）及（iii）
所規定之物質亦可予加入。至於非交聯所需之物質，如展延劑、可塑劑及填充劑，則不得添加；
（b）多硫化合橡膠（TM）；及
（c）經與塑膠接枝或混合之改質天然橡膠、解聚天然橡膠，不飽和合成物質與飽和合成高聚物質之混合物，
其可符合上列（a）項硫化延伸及恢復之規定者。
5.─（A）第 40.01 及 40.02 節不適用於在凝聚前或凝聚後已經與下列物質調配之橡膠或橡膠混合物。
（i）硫化劑、促進劑、阻滯劑或活性劑（調製預硫化橡漿而加入者除外）；
（ii）顏料或其他色料僅為識別而添加者除外；
（iii）可塑劑或展延劑（油展性橡膠之礦物油除外），填充劑、加強劑、有機溶劑或任何其他物質，下
列（B）項所許可者除外；
（B）任何橡膠或橡膠混合物如含下列物質而仍保持其原材料之必要特性者，則該些物質之存在並不影響橡膠
或橡膠混合物在第 40.01 或 40.02 節之分類。
（i）乳化劑或抗剝落劑；
（ii）少量之乳化劑的破壞品；
（iii）極少量之下列產品：熱敏感劑（通常為取得熱感應橡膠漿）陽離子界面活性劑（通常為取得陽電
橡膠漿），抗氧化劑、凝結劑、粉碎劑、抗冷凍劑、膠散劑、保存劑、安定劑、黏度控制劑及類
似特別用途添加劑。
6.─第 40.04 節之「廢料、剝屑、碎片」，係指因製造或加工橡膠及橡膠製品而產生之橡膠廢料、剝屑及碎片，
由於切碎、磨損或其他原因，絕對無法當作橡膠或橡膠貨品用。
7.─完全由硫化橡膠製成之絲，其任何剖面之直徑超過 5 公厘者，應歸入第 40.08 節之條、桿或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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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 40.10 節包括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品或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紡織紗或索所
製之輸送帶、傳動帶或其他之帶料。
9.─第 40.01，40.02，40.03，40.05 及 40.08 節中所稱之「板」、「片」及「條」僅適用於板、片、條及規則幾何
型之塊，不論是否經印刷或其他表面加工，但未經切成型或其他加工，以及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但
未再加工者。
第 40.08 節所稱之「桿」及「定型」僅適用於不論是否經切斷或表面加工但未經其他加工者。

總

則

橡膠之定義
「橡膠」一詞，在本章之章註 1 已加以定義。在本節中此一名詞之使用不論在本章或其他章節中均指以下之
產品：
（1）天然橡膠、巴拉塔橡膠、古塔波橡膠、怪有力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似（意即與橡膠類似的）天然橡膠（參
見第 40.01 節之註解）。
（2）合成橡膠：如本章章註 4 中所定義。為了符合章註 4 中所要求之試驗方法，一種未飽和的合成物質或如章註
4（C）中所載明的物質（在其原料為未硫化的狀況之下）的樣品加硫予以硫化後，然後經過伸長和還原的
試驗，（參見第 40.02 節之註解）。而對那些包含章註 4 中所不允許物質的物品，例如礦油，試驗的樣品必
需在不包含該類物質或該類物質已被移除後之狀況下進行。而在硫化橡膠成品方面，則不能以如此方式進
行試驗。必須得到製成該成品前之未硫化原料之樣品才能進行此一試驗，而根據定義，多硫化合橡膠應視
為合成橡膠，因此不需要進行此種試驗。
（3）由油類提取的油膏（參見第 40.02 節之註解）。
（4）再生橡膠：（參見第 40.03 節之註解）。
「橡膠」一詞涵蓋前述之產品，不論其是否硫化或硬化橡膠。
「硫化」一詞，一般係指橡膠（包括合成橡膠）與硫磺或其他硫化劑（例如：氯化硫、某些多價金屬元素之
氧化物、硒、碲、二硫化秋蘭姆及四硫化秋蘭姆、某些有機過氧化物及某些合成性聚合物等）反應而產生交聯，
不論其是否使用熱或加壓或靠高能量、輻射等方式，而使橡膠由塑性狀態變成彈性狀態。必需注意的是有關用來
決定硫化反應的準則僅適用於章註 4 ，也就是說據以用來決定該物質是否為合成橡膠。一旦，該物質被判定為合
成橡膠，由該物質所製成之產品被認為是屬於第 40.07 節到 40. 17 節之硫化橡膠產品，而不論其是經過加硫硫化
或其他的硫化劑硫化。
為了有利硫化反應之進行，除了硫化劑之外，一些其他的物質也通常之用來做添加劑，例如：加速劑、活化
劑、阻礙劑、可塑劑、延展劑、填料、強化劑或其他任何在本章章註 5(B) 中所提到之添加物。諸如此類可以硫
化之混合物可視為化合橡膠，隨其所展示之外型而將其歸類在第 40.05 節或 40.06 節。
硬質橡膠：（例如硬橡膠）是由橡膠在含有高比例的硫成份下進行硫化而成，因而其在實用上具有不撓性及
非彈性。

本章之範圍
本章包含之橡膠範圍一如上面所定義，其原料或半成品狀態，不論是否經過硫化作用或是否為硬質橡膠，也
不論其全由橡膠所製成或其特性係由橡膠而來的成品。本章不包括那些在章註 2 所列舉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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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大概編排方式
（a）依據章註 5，第 40.01 節及 40.02 節基本上包括初級狀態之橡膠原料或板、片、條狀之橡膠。
（b）第 40.03 節及 40.04 節包含初級狀態之再生橡膠或呈板、片、條狀之橡膠或橡膠廢料、碎屑、碎片（不包括
硬質橡膠）及由此產生之橡膠粉末、顆粒等。
（c）第 40.05 節包括未硫化而以初級狀態出現或以板、片、或條狀出現之配合橡膠。
（d）第 40.06 節包括未硫化橡膠之其他型式或其成品，不論其是否經由配合而來。
（e）第 40.07 節至 40.16 節包括硫化橡膠之成品或半成品，但不包括硬質橡膠。
（f）第 40.17 節包括各種形式之硬質橡膠，也包括硬質橡膠之廢料及碎屑及成品。

初級狀態（第 40.01 至 40.03 節及 40.05 節）
「初級狀態」一詞之定義，詳見本章章註 3 。必需注意的是預硫化乳膠特別規定包括在初級狀態的定義中，
因此將其視為未硫化物。因為第 40.01 節及 40.02 節並不包括橡膠或橡膠混合物其中有加入有機溶劑者（參見章註
5）；章註 3 中之「其他分散體及溶液」一詞僅適用在第 40.05 節。

板、片、及條（第 40.01，40.02，40.03，40.05 及 40.08 節）
這些名詞的定義在本章之章註 9 中，而且包含呈規則幾何形狀之團塊，這些呈板狀、片狀及條狀之橡膠可以
做表面加工（印刷、浮雕、挖溝、穿孔、肋材強化等）或僅是切成長方形狀（包括正方形），而不論其是否具有
成品之特徵。但是無法切成其他形狀或做進一步加工。

多孔性橡膠
多孔性橡膠是指具有許多孔（不論開放、封閉或兼有之），散佈於整體之中，它包含海棉或泡沫橡膠，膨脹
橡膠及微細孔或多細孔橡膠。它可能是具有可撓性或具堅硬性（例如硬質海棉）。

章註 5
本章之章註 5 規定了區分經過化合而呈初級狀態之板狀、片狀及條狀橡膠及橡膠混合物（屬於第 40.01 節及
40.02 節）與未經過配合而以初級狀態及以板、片或條狀出現之橡膠及橡膠混合物（第 40.05 節）之準則。本註並
不區分混合發生在凝結之前或凝結之後。它反而允許在橡膠或橡膠混合物中可以存在一些於第 40.01 節及第 40.02
節中的物質，只要橡膠或其他混合物仍保持其為原料時所具有之特性。這些物質包括礦油：乳化劑或抗黏附劑，
少量（一般不超過 5 ％）乳化劑的分解產物及非常少量（一般而言不超過 2 ％）的特殊用途添加劑。

橡膠及紡織品組合
有關於橡膠和紡織品組合之分類，基本上是依照第十一類之註 1 中之第（ij）項，第五十六章之章註 3 及第
五十九章之章註 4 及視為輸送帶或運輸帶或其他帶子之第四十章章註 8 及第五十九章章註 6（b）。本章包含以下
之產品：
（a）以橡膠經過浸漬、塗布或覆蓋或積層之氈呢，包括重量百分率 50％以下之紡織原料及包括完全嵌入在橡膠
中之氈呢。
（b）完全嵌入橡膠或兩面都完全塗布或覆蓋橡膠的不織布，只要僅憑肉眼就可辨別出橡膠之塗布層或覆蓋層，
而塗佈層或覆蓋層所引起的顏色變化不計在內。
（c）紡織品（如第五十九章章註 1 之定義），以橡膠加以浸漬、塗布、覆蓋或積層，重量超過 1500 公克／平方
公尺及包含 50％以下之紡織品原料。
（d）與紡織品（如第五十九章之章註 1 所定義）、毛氈或非織物複合，呈板狀、片狀或條狀之多孔性橡膠，其
紡織物僅作強化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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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章並不包括章註 2 中所提到之成品。其他不在本章範圍之內之成品請參閱本章某些節次中之註解。

40.01-初級狀態或呈板、片、條狀之天然橡膠、巴拉搭橡膠、古塔波橡膠、怪有力（中美洲）
橡膠、奇克力（熱帶美洲）橡膠及類似天然橡膠。
4001.10-天然橡膠乳膠，不論是否預硫化者
-其他狀態之天然橡膠：
4001.21--燻煙片
4001.22--工業特殊規定天然橡膠（TSNR）
4001.29--其他
4001.30-巴拉塔橡膠、古塔波橡膠、怪有力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似天然橡膠
本節包括：
（A）天然橡膠乳膠（不論其是否經過預硫化者）。
天然橡膠乳膠是橡膠樹的主要分泌液，尤其是對學名為巴西橡皮樹之樹種而言更是如此。此一分泌液
中包含一種有機物質及礦物的水溶液（蛋白質、脂肪酸及其衍生物、鹽類、醣類及配糖物），包含 30％至
40％的橡膠懸浮液（即為高分子量之聚異戊二烯）。
本部分包括：
（1）呈穩定狀態或濃縮之天然橡膠乳膠：
橡膠乳膠在割采後之幾小時之內有自動凝結之傾向，因此，必需使其穩定如此才能保持長久貯藏
及防止其發生腐敗或凝結之現象。通常可藉著添加氨進入乳膠之中，其比例為每公升乳膠中含 5 至 7
克之氨液。所得到之產品稱為「全氨」或 FA 型橡膠乳膠。第二種安定的方法，可以產生「低氨」或
LA 型橡膠乳膠是由添加少量（每公升乳膠中含 1 至 2 克）氨液而生成一種含低濃度氨及諸如硫化四
甲基利蘭姆等物質及氧化鋅之混合物。
抗凍性天然橡膠乳膠亦有靠添加物質來穩定者，尤其添加微量的水楊酸鈉或甲醛可適用於氣候寒
冷的國家。
天然橡膠乳膠可以藉各種不同的方法（例如靠離心分離法、汽化法及膏化法）加以濃縮（主要是
為了運輸之目的）。
工業用乳膠中的橡膠成分通常在 60％到 62％之間，也有使用較高濃度的情形，在某些狀況下，固
體的含量可能超過 70％以上。
（2）熱感性（對熱敏感的）天然橡膠乳膠：係由添加熱敏感性物質而得。當此類型之乳膠被加熱其膠化之
速度較非熱敏感性乳膠為快。它們通常使用來製造浸漬或模製成品或用來製造泡沫或海棉橡膠。
（3）正電性乳膠：此類的乳膠就是有名的「逆電荷乳膠」，因也它們係將一正常濃縮乳膠中粒子的電荷改
變而得。通常是由添加陽離子表面活性劑而達成。
使用此類乳膠許多紡織纖維的傾向逆轉成抗拒橡膠的浸漬（因為像普通的乳膠在鹼性的環境下，
纖維的靜電性是負電）。
（4）預硫化天然橡膠乳膠：通常此係由硫化劑與乳膠在溫度為攝氏 100 度以下經過加熱處理反應而得。
乳膠中的橡膠粒子係由加入過量的沈澱或膠體狀的硫、氧化鋅及加速劑（例如：胺基二硫代甲酸
酯）而得。最終的產品中硫化的程度可以隨意的調整溫度、加熱時間或添加成分的份量而得。在一般
的情況下，只有橡膠粒子的外層壁部分被硫化。為了避免乳膠產生過度硫化之現象，必須在加熱後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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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離心的方法移除過量的添加成分。
經過預硫化的乳膠其外觀與一般的乳膠相同。與其結合之硫的含量通常在 1％左右。
使用乳膠預硫化法可以將許多不必要之操作（例如研磨、化合）省去。此法可以使用在浸沈及鑄
造成品的製造上。（製藥及外科手術用品等），亦可用在紡織工業中當作黏著劑使用，而且其用量正
在增加中。它也使用某些等級的紙類及複合皮革的製造方面，而且使得橡膠具有極佳的電絕緣性（因
為其中有低含量的蛋白質及可溶性物質）。
天然橡膠乳膠運送的方式不外用內部塗覆的槽（其內容體積約 200 公升）或用散裝方式輸送。
（B）天然橡膠的其他型態。
在本節中，「天然橡膠」一詞適用在巴西橡皮樹屬所產之橡膠，其係由原產地運輸，一般而言，在其
經過工廠加工後，不是用來運輸或保存貯藏就是使天然橡膠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質，而可以符合以後的用途
或改進最後成品之品質。為了方便區分起見，經過上述處理之橡膠必需不失去其在做為原料時之基本特性，
而且它必需不包含任何添加之碳黑、矽石或其他如章註 5（A）項中所禁止之種類。
天然橡膠乳膠在各種形狀的儲槽中均會發生凝結之現象，可以隨可移動的隔板而變化。為了將橡膠的
小滴自乳清的水溶液中分離出來，將乳膠用酸化的方式使其稍微凝結（例如用 1％的醋酸或 0.5％之甲酸。
在凝結過程結束以前，凝固物不是以壓片狀就是以連續條狀的方式移除。
接下來之處理隨著所要製造的產品如燻煙片或是白色縐片橡膠或是棕色縐片橡膠或是再凝結之顆粒或
自由流動粉末等之不同而有所不同。
（1）橡膠板及縐片橡膠。
再製造片狀橡膠時，橡膠條被送入一輾磨機，使得最後一組浮雕滾筒離開表面時留下特殊記號（以
便靠增加汽化面積來促進乾燥），在橡膠條（約 3 至 4 公厘厚）由輾磨機中軋出然後切薄成片。然後
將其放在一烘乾室或煙燻房中。使用煙燻之目的在於乾燥橡膠並將其以雜酚油物質浸沈當作抗氧化劑
及抗腐化劑。
至於白色縐片橡膠之製造，橡膠凝結劑被送入一套壓縐片機器中，第一部機器有挖溝滾筒而最後
一部則有平滑滾筒，兩者以不同的速度旋轉，在一固定流量的水作用下，將橡膠澈底沖洗，然後將其
在室溫知之下，或在熱空氣中，或一個空的乾燥小屋加以乾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縐片橡膠可以加以
重疊來製造鞋子的縐膠鞋底。
橡膠片的製造也可以用以下的流程，俟乳膠已經在圓柱形的槽中凝結，凝結物開始用鋸子切片成
長條狀，然後切割成片狀再加以乾燥（通常不用煙燻）。
某些型態的橡膠（指較特殊的縐片橡膠而非白色縐片橡膠）並非直接由乳膠凝結製成，而是由其
後的再凝結和在「壓縐片機」中沖洗，經由黏距或工廠加工，最後得到的片狀橡膠有不同的厚度，用
與白色縐片橡膠相同的方法加以乾燥。
如上所述之天然橡膠其市場通常按照其外觀之形狀及等級而定，由有關之國際組織訂定國際標
準。
最常見的形式是煙燻片及由其切割所得成品，白色縐片橡膠及其切割品，棕色縐片橡膠，稜紋煙
片以及空氣乾燥片。
（2）工業指定的天然橡膠（TSNR）。
這是將乾燥的天然橡膠原料經加工處理、試驗再分級成五個一般的等級（5L , 5, 10 ,20 及 50）按
照下表中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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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ＳＮＲ之等級及每一參數所允許之最大極限表
──────────────────────────── ───────────
等級

5L

5

10

20

50

325 網目過濾後剩下之灰（最大重量百分比）

0.05

0.05

0.10

0.20

0.50

灰燼所佔成份（最大重量百分比）

0.60

0.60

0.75

1.00

1.5

氮氣含量（最大百分比）

0.70

0.70

0.70

0.70

0.70

揮發性物質（最大百分比）

1.00

1.00

1.00

1.00

1.00

華理士迅速塑化性，最小起值（Po）

30

30

30

30

30

塑化保留指數（PRI 最小重量百分比）

60

60

50

40

30

6.00

─

─

─

─

參數

顏色限制（立維龐尺度，最大值）

TSNR 必需經由一合法之試驗證明；由製造國家的主管機關加以判明橡膠等級、規格及測試結果。某些
國家的分級規格可能比上表中所舉的規格還要嚴格。
TSNR 採用 33 1/3 公斤的包裝並且用聚乙烯圍繞。30 或 36 的包裝成品通常用聚乙烯做內襯遮蓋，或用
聚乙烯加以收縮包裹。每一包或每一堆均有特定之記號來顯示其等級、重量、製造商規格等。
（3）再凝結之橡膠顆粒。
用來製造顆粒狀橡膠之技術係為了得到較乾淨的產品，且具有較固定的性質及比用橡膠片或縐片橡膠
做出較佳外觀所發展出之技術。
其製造過程包含凝固體之顆粒化，尤其經過清洗、乾燥及壓縮成包裝成品。可用來做顆粒化的機器其
範圍很廣，例如轉刀切碎機，交叉鎚研磨機、粒狀成型機及縐片橡膠成型機，這類完全由機械製造的動作
可以藉著添加少量（0.2 至 0.7％）的海狸油，鋅之硬脂酸鹽或其他脆化劑在未凝結前加入乳膠中。這些加入
的脆化劑對以後的使用及橡膠本身的性質並沒有影響。
生成的顆粒在半連續式的手推車型乾燥機或是隧道輸送帶式乾燥或擠壓乾燥機中加以乾燥。
這些乾燥過的顆粒最後在高壓下壓縮成一包包平行六面體狀物品，其重量在 32 至 36 公斤左右。再凝結
的橡膠顆粒通常以符合技術規格之保證銷售。
（4）天然橡膠的自由的流動粉末。
這些粉末係由上述的第 3 節中的方式加以裝備，不經過壓縮。
為了防止橡膠顆粒因為其本身的重量而產生凝結作用，在它們裝備過程中就摻入粉末狀的鈍性物質，
例如雲母或其他抗黏性的藥劑。
橡膠粉末可以經由射入乾燥室中而得，其與乳膠，及一種鈍性物質，例如矽酸土混合注入，防止粒子
的凝結。
（5）天然橡膠的特殊形式。
各種不同型式的天然橡膠可以由上述的（1）至（4）節中方法來製造，其主要的型式有：
（a）CV（固定黏度）橡膠及 LA（低黏度）橡膠。
固定黏度的橡膠係由在凝結前添加一種非常少量（0.15％）的羥氨（hydroxylamine）而得。而低黏
度橡膠則是在凝結前加入少量的礦油而得。
羥氨可以防止天然橡膠在儲存時自發性的增加其黏度。使用此類的橡膠可以使預先捏煉期間得以
預估。
（b）解膠化橡膠（peptised rubber）。
此係在凝結前在乳膠中添加將近 0.5％之解膠劑，可以減少橡膠在乾燥操作中的黏度，所獲得之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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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因而可以縮短其捏煉時期。
（c）易操作處理橡膠（superior processing rubber）。
此係由一種普通乳膠與預硫化乳膠之混合物凝結而成或由天然乳膠凝結體與預硫化之乳膠凝結
體混合物凝結而成，此法的使用可以使擠出及壓延的操作較易進行。
（d）純化橡膠。
此類橡膠不需添加外物，藉著改變正常橡膠製造的過程而得，例如用離心分離機分離乳膠。
用以製備氯化橡膠及其他即使橡膠本身通常所含之不純物質也會受損害之硫化產品（例如電纜
等）。
（e）膠清橡膠（skim rubber）。
此係由乳膠之副產品膠清（skim latex）所凝結而得。
（f）抗結晶化橡膠。
此係由在乳膠凝結前添加硫代苯甲酸而得，具有抗凍性。
（C）巴拉搭橡膠。
巴拉搭橡膠或稱巴拉搭，是由某些山欖科植物的乳膠萃取而得，尤其是在主要生長在巴西的子彈樹（馬
尼拉卡拉比登塔塔村）。
巴拉搭橡膠是一種紅色產品，通常以重達 50 公斤塊狀的方式運輸；但有時候以 3 至 6 公厘之片狀運輸。
其主要用來做運輸或輸送之傳送帶或帶料，也可以和古塔波橡膠混合來製造海底電纜及高爾夫球。
（D）古塔波橡膠。
古塔波橡膠是由山欖科的各種樹之乳膠等取得（例如大葉山欖屬及帕亞那山欖屬）。
其外觀為黃色或黃紅色，隨其原產地而不同。它係以 0.5 至 3 公斤重之餅狀或 25 至 28 公斤重的塊狀運
送。
除了其本身之用途外，當其與巴拉搭橡膠混合時，可以製造海底電纜及高爾夫球及帶子。它也可以用
來做泵或閥的密封環，亞麻纖維紡織滾筒，儲槽內部的襯裡，裝氫氟酸的瓶子及黏著劑等用途。
（E）怪有力橡膠。由學名 Parthenium argenatum 的一種灌木的乳膠中萃取而得，其原產地是在墨西哥。
怪有力橡膠通常是以塊狀或片狀的方式運送。
（F）奇克力橡膠。是由山欖科中的某些樹之樹皮所含之乳膠萃取而得，其產地在美洲的赤道地區。
這種橡膠是紅色，而且通常以各種不同尺寸的餅狀或重約 10 公斤的塊狀方式運輸。
其主要使用在口香糖的製造。以及用來製造某些外科手術用的膠帶及一些牙科用品。
（G）類似天然橡膠。例如節路頓膠。
為了便利本節的分類，此類的橡膠必需具備類似橡膠的特性。
（H）任何前述產品之相互混合物。
本節不包括：
（a）任何本節中之產品與任何屬於第 40.02 節產品之混合物。
（b）天然橡膠，巴拉塔橡膠，古塔波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似天然橡膠，在凝結前或凝結後與本章章註 5 (A)所
禁止之物質混合所生成的產品（歸到稅則第 40.05 或 40.06 節）。

40.02-初級狀態或成板、片、條之合成橡膠及從油類獲得之硫化油膏；第 40.01 節之任何產品與
本節之任何產品之混合膠，呈初級狀態或板、片、條狀者。
-苯乙烯一丁二烯橡膠(SBR)；羧酸化苯乙烯一丁二烯橡膠(XSBR)：
4002.11--乳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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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2.19--其他
4002.20-丁二烯橡膠（BR）
-異丁烯一異戊二烯（丁基）橡膠（IIR）；鹵化一異丁烯一異戊二烯橡膠（CIIR 或
BIIR）：
4002.31--異丁烯一異戊二烯（丁基）橡膠（IIR）
4002.39--其他
-氯丁二烯橡膠（CR）：
4002.41--乳膠
4002.49--其他
-丙烯腈一丁二烯橡膠（NBR）：
4002.51--乳膠
4002.59--其他
4002.60-異戊二烯橡膠（IR）
4002.70-乙烯一丙烯一非共軛二烯橡膠（EPDM）
4002.80-第 40.01 節之任何產品與本節之任何產品之混合物
-其他：
4002.91--乳膠
4002.99--其他
本節包括以下各項：
（1）本章章註 4 所定義的合成橡膠（參見以下說明），它包含合成橡膠乳膠，不論其是否經過預硫化處理，以
及其他的初級狀態或以板、片及條狀存在之合成橡膠。本節亦包含那些為了便利運輸及儲存或為了獲得特
殊性質供以後之用途或為了改進最終產品之品質而經過某些處理的合成橡膠。但是這些處理方式必須不致
改變其為原料本身之基本特性才可。尤其它不可包含本章章註 5（A）項中所禁止混入之物質；在混合又不
被章註 5 之規定所排除的產品有油充性橡膠（oil-extened rubber），其含油量高達將近 50％。

（2）由油類中獲得之硫化油膏：硫化油膏係由某些蔬菜油或魚油（不論其是否被氧化或部分氫化）與硫或氯化
硫反應生成。
硫化油膏物性很差，通常主要與天然橡膠或合成橡膠混合使用，而且也用來製造橡皮擦。
（3）前述任何產品之相互混合物。
（4）第 40.01 節中之任何產品與本節中任何產品之混合物。

章註 4（合成橡膠之定義）
本註有三部分。（a）部分及（c）部分必需符合（a）部分內容中對硫化、延伸，及回復之規定的要求。但（b）
部分中的多硫化合橡膠則不在此一要求之範圍內。必須注意的，是合成橡膠一詞的定義，不僅適用在第 40.02 節
也適用在章註 1。因此，在本分類中，只要使用到「合成橡膠」一詞，就請參照章註 4 中合成橡膠之定義。
「合成橡膠」一詞包括以下各項：
（a）未飽和合成物質：符合本註之（a）部分中有關硫化、延伸及回復等之規定者。為了便利試驗起見，可以添
加交聯作用必要的物質，例如硫化活性劑，促進劑或防焦劑等物質。同時亦允許在章註 5(B)(ii)項所提到之
少量乳化劑之降解物品及在章註 5 中(B)(iii)項所提到之極少量特殊用途之添加劑之存在。但是不能存有任何
非必需交聯反應所需之物質，例如顏料（並非指那些只是為識別用途而添加之顏料），可塑劑，延展劑，
填充料，強化劑，有機溶劑等物質。亦即，為了試驗之目的，不容許存有礦油及苯二甲酸二辛酯等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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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包含那些在章註 4 中如礦油之物質不許有，因試驗須在一種不含此類物質或由已經將此類物質移
走之情形下進行。對已硫化之成品，同樣也不能作此試驗，它必須由製成該產品之未硫化之原材料來進行
試驗。
這些未飽和之合成物質包括苯乙烯一丁二烯橡膠（SBR），羥化苯乙烯一丁二烯橡膠（XSBR），丁二
烯橡膠（BR），異丁烯一異戊二烯（丁基）橡膠（IIR），鹵化異丁烯一異戊二烯橡膠（CIIR 或 BIIR），氯
平橡膠（氯化丁二烯）橡膠（CR），丙烯腈一丁二烯橡膠（NBR），異戊二烯橡膠（IR），乙烯一丙烯一
非共軛性二烯類橡膠（EPDM），羧化丙烯腈一丁二烯橡膠（XNBR）及丙烯腈一異戊二烯橡膠（NIR）。為
了符合合成橡膠的歸類，以上所列舉的物質都必需符合前述對於硫化、延伸及回復之種種準則。
（b）多硫化合橡膠（TM）：是屬於飽和之合成物質，係由二鹵化脂肪族與多硫化鈉反應所生成，通常它們可以
用老式的硫化劑加以硫化。多硫化合橡膠的某些型式其機械性質要比某些等級的合成橡膠要差一些，但是
它們具有可抵抗溶劑的優點。但這不可與第 39.11 節（參見本節之註解）之聚硫化物相混淆。
（c）以下所列之產品，假如它們符合上述（a）段中有關硫化、延伸、回復所描述之狀況者：
（1）改性天然橡膠：將橡膠與塑膠加以接枝共聚或混合而得。
此類的橡膠通常將一種可聚合之單體用一種聚合反應之催化劑加以固定在橡膠上或由一種天然
橡膠乳膠與一種合成的聚合乳膠共同沈澱生成。
改性天然橡膠之主要特徵是本身具有某種程度的自我強化作用，在這方面性質與天然橡膠和碳黑
混合物相似。
（2）解聚天然橡膠：係在某一溫度之下經由機械製程（連續強烈撞擊）而得。
（3）由未飽和合成物質與飽和合成性高聚合物之混合物（例如丙烯腈一丁二烯橡膠及聚氯乙烯之混合物）。
本節不包括以下項目：
（a）不符合本章章註 4 中所規定之條件的彈性體（通常屬於第三十九章）。
（b）本節內之產品，在凝固前或凝固後與本章章註 5（A）節中所禁止之物質相混合而成之產品（第 40.05 或第
40.06 節）。

40.03-初級狀態或呈板、片及條狀之再生橡膠。
再生橡膠是由使用過的橡膠製品中獲得，尤其是從輪胎或硫化橡膠之廢料或碎屑，藉著軟化橡膠（去硫化）
的方法並以各種化學或機械之方法去除其中不需要之雜質。所得之產品中包含殘留的含硫化物或其他硫化劑，因
此品質較原生橡膠為差，但較原生橡膠具有塑性及黏性。它可以放在以雲母灰化之橡膠片中，或由聚乙烯薄膜加
以分離。
本節包括初級狀態或呈板、片及條狀之再生橡膠，不論其是否與原生橡膠相混合或添加其他物質，只要產品
具有再生橡膠之基本特性。

40.04-橡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硬質橡膠除外）及由其產生之粉及粒。
「橡膠之廢料、剝屑及碎片」一詞，如本章章註 6 所定義。
本節包括：
（1）在製造或使用硫化或未硫化橡膠時（不包括硬質橡膠）所產生之橡膠廢料、碎屑及碎片。
（2）因切割、破損或其他原因而導致不可能再繼續供原用途使用的橡膠商品（不包括硬質橡膠在內）。
本類中包含破損之橡膠輪胎，已不適合做再生橡膠及由此類已損壞橡膠所得之碎屑。
通常經由以下之程序來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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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切割輪胎：使用一種特殊機器，儘可能靠近輪圈線或根部進行切割。
（b）以分割方式除去輪胎外皮。
（c）切割成碎片。
本節不包括那些使用過，但仍適合做再生輪胎之輪胎（第 40.12 節）。
（3）由以上之（1）項及（2）項商品中獲得之粉及粒。
這些包含硫化橡膠研磨後之廢料，它們可以作為舖道路表面之物質中的一種填料或做其他橡膠之基本
合成物或直接模製成那些不需要較大強度之物品。
本節也不包括硬質橡膠之廢料、剝屑、碎片、粉及粒等（第 40.17 節）。

40.05-初級狀態或呈板、片、條之未硫化配合橡膠。
4005.10-經與碳黑或氧化矽配合者。
4005.20-溶液；分散體（第 4005.10 目者除外）
-其他：
4005.91--板、片及條狀
4005.99--其他
本節包括初級狀態或呈板、片及條狀之未硫化配合橡膠。
「橡膠」一詞涵義與本章章註 1 中所定義相同。因此本節包括天然橡膠、巴拉塔橡膠、古塔波橡膠、怪有力
橡膠、奇克力橡膠及類似天然橡膠，合成橡膠，從油類中獲得之硫化油膏，以及那些再生物質。只要它們曾與其
他物質配合過。
按照本章章註 5（A）項中所規定，第 40.01 及 40.02 節並不適用於那些在凝結前後曾經與以下物質配合之橡
膠或橡膠混合物；這些物質包括硫化劑，加速劑，阻滯劑或活化劑（不包括那些添加來製備預硫化乳膠之物質），
顏料或其他著色物質（不包括那些僅為識別用而添加之顏料）
，可塑劑或延展劑（但對油展性橡膠中之礦油例外），
填充劑，強化劑、有機溶劑或其他任何物質，而那些在章註 5（B）中所允許之物質不在此限。
本節包括以下項目：
（A）橡膠與碳黑或矽之配合物（包含或不含礦油或其他成份）。
本類中包括碳黑煉膠，對每 100 份之乾燥橡膠含有大約 40 至 70 份之碳黑，通常它以袋裝之方式銷售。
（B）不含碳黑或矽之配合橡膠。
這些包括諸如以下之物質：有機溶劑、硫化劑、促進劑、可塑劑、延展劑、增稠劑及填料（不包括碳
黑及矽）。它們其中可能包含以下型式之產品：
（1）配合橡膠乳膠（包括預硫化乳膠）產品，假使經過配合後，在本分類的其他節中並沒有一個適當的節
可以符合其經配合製備後之特性。
因此，本節尚不包括乳膠清漆及塗料（第三十二章）。
（2）分散體及在有機溶劑中未硫化之橡膠溶液，用來製造浸漬物品或塗布成品。
（3）包含紡織品與配合橡膠配合而得之橡膠板、片及條狀，重量超過 1500 公克／平方公尺，而且含有超過
重量 50％以上之紡織品物質。
此類產品可經由壓延法和膠化法或是由以上兩者組合成之程序所獲得。它們主要用途在於製造輪
胎、導管等。
（4）其他板、片及條之配合橡膠，可以使用於例如用來修理輪胎或內管（熱程序），或製造黏著性補片、
某些不透氣密封用之墊圈、橡膠顆粒等，以及用來模製橡膠鞋底。
（5）顆粒狀之配合橡膠，可以用來硫化及使用在模製用途方面（例如在製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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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中之板、片及條狀橡膠（包括有規則幾何形狀之塊狀物），可以用表面加工（印刷、浮雕、挖溝、鑽孔
及肋化（ribbed）等）或僅是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而不管其是否具有成品之性質，但是不可以切割成其
他形狀或做進一步之加工。
本節不包括以下項目：
（a）經濃縮之有色橡膠物質分散體（包括深紅色），用來做染色橡膠之原料（第 32.04，32.05 或 32.06 節）。
（b）碎品，以乳膠或其他橡膠為基礎之糊狀物，用作膠泥、畫家用之填充劑或非抗熱性之表面用製劑者（第 32.14
節）。
（c）橡膠溶液或分散體加入填充物、硫化劑及樹脂者，用以製作膠及橡膠溶液或分散體，裝於不超過 1 公斤之包
裝作零售之用者（第 35.06 節）。
（d）第 40.01 節中之任何產品與第 40.02 節中之任何產品所形成之中間混合物（第 40.02 節）。
（e）再生橡膠與原生橡膠混合或其他添加物混合而且具有再生橡膠之特性者（第 40.03 節）。
（f）未硫化橡膠製之板、片及條，除經由表面加工外加以其他加工方式切割成非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的各種形
狀（第 40.06 節）。
（g）由平行紡織紗與橡膠凝結組成之板、片及條狀橡膠（第 59.06 節）。

40.06-其他形狀（如桿、管及定型）之未硫化橡膠及未硫化橡膠製品（如圓板及環）。
4006.10-翻新橡膠輪胎用之「駝背」胎面膠
4006.90-其他
本節包括在本章前面的各節中未列名之各種型態之未硫化橡膠及未硫化橡膠製品，不論其是否經過配合。
本節包括以下各項：
（A）定型之未硫化橡膠：例如非長方形剖面之板及條，通常由壓出法製造。本節包含較特殊而具有一稍呈梯形
剖面之「駝背」胎面膠，可用於翻製橡膠輪胎。
（B）未硫化橡膠管：由壓出法製造，特別用於製造第 59.09 節中管類之襯裡者。
（C）其他未硫化橡膠之製品，例如：
（1）由螺旋切割法製成之未硫化橡膠的橡膠絲或由以乳膠為基礎之化合物壓出所得之橡膠絲（包括預硫化
乳膠）。
（2）未硫化橡膠製之環、圓板及墊圈主要是用來密封某些種類的不透氣容器，或用來密合兩個分離部分（通
常為剛體）之接縫。
（3）未硫化橡膠之板、片及條狀物，經過表面加工外另行加工者，或切成長方形以外（包括正方形）之其
他形狀者。
本節不包括以下各項：
（a）膠帶：不論其支持物為何（其分類按其支持物種類而定，參見第 39.19，40.08，48.23，56.03 或 59.06 節）。
（b）未硫化橡膠製之圓板、環、與密合墊及其他類似物質製之接頭，使用在郵袋、信封或其他相似之包裝（第
84.84 節）。

40.07-硫化橡膠絲及索。
橡膠絲可以由切割硫化橡膠之片或板而得，或將橡膠絲硫化後，以壓出法製造。
本節包括以下各項：
（1）為完全硫化橡膠絲（單纖維 single strand）其任一橫切面直徑不超過 5 公厘者。若超過此限者就不屬本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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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第 40.08 節）。
（2）橡膠繩索（多股）：不論其組成絲線（strand）之粗細。
本節並不包括紡織品物質與橡膠絲之併合物（第十一類），舉例而言，以紡織品包覆之橡膠絲及橡膠索（第
56.04 節）。

40.08-硫化橡膠板、片、條、桿及定型，硬質橡膠除外。
-多孔性橡膠：
4008.11--板、片及條
4008.19--其他
-非多孔性橡膠：
4008.21--板、片及條
4008.29--其他
本節包括以下項目：
（1）長形之橡膠板、片及條（具有任一橫斷面尺寸超過 5 公厘者），或是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者。
（2）規則幾何形狀之塊狀物。
（3）桿及定型：（包括具有任一橫切面直徑超過 5 厘米之橡膠絲）。橡膠定型通常由一簡單之操作（通常為壓
出法）獲得。而且其一端到另一端之橫切面為固定且重複之形狀。不論其是否切割成長形，但切割出來之
長度不能比最大橫切面之長度測量值為小，則歸類於本節中。
本節之產品可以經過表面加工（例如印刷、壓紋、溝槽、穿孔、肋化（ribbed）），也可能是無色或有色（在
整體或表面）。具有黏著性表面之定型，用來做窗戶骨架之密封也歸類在本節中。本節也包括僅靠切割成長方形
（包括正方形）而得到之天花板橡膠片，及磚、蓆墊和其他製品。
由硫化橡膠（不包括硬質橡膠）與紡織品材料結合（不論是整體或表面）所生成之產品歸類方式要依照第五
十六章章註 3 之規定及第五十九章章註 4 之規定。將硫化橡膠（不包含硬質橡膠）與其他物質結合之製品，只要
其仍具有橡膠之本性，仍然歸類在本節中。
因此，本節包括以下各項：
（A）多孔性橡膠與紡織品（如第五十九章章註 1 所定義）、毛氈或不織布結合製成的板、片及條，而這些紡織
材料僅作有強化目的。
在這一點上，無花紋、未漂白、已漂白或均勻染色的紡織物、毛氈或不織布，如僅附於板、片或條的
一面，應視為僅具增強作用；附有圖案，印染或更複雜的加工紡織物及特殊的產品，例如，絨面織物、薄
紗或花邊，則應視為不只具有強化之功能者。
多孔性橡膠之板、片及條狀物之兩面均與紡織品結合者，不論其紡織品之性質為何，都不包括在本節
之範圍內（第 56.02，56.03 及 59.06 節）。
（B）以硫化橡膠（硬質橡膠除外）浸漬、塗布、覆蓋或積層之氈呢，其中含重量百分比在 50％或以下之紡織材
料，或完全嵌入於橡膠中者。
（C）不織布（nonwovens），不論是完全在嵌入橡膠中或以橡膠覆蓋其兩面，只要不需從顏色之是否改變，塗布
及覆蓋可以用肉眼分辨出。
本節尤其不包括以下各項：
（a）硫化橡膠製之傳動帶和傳送帶或帶料（belting），不論其是否切割成一定長度（第 40.10 節）。
（b）板、片及條狀，不論其是否經過表面加工（包括正方形或長方形所切割成之物），其邊緣已切成斜角
或模塑者或成圓角者，或邊緣為留空眼之細工或經其他加工者，或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以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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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狀者（第 40.14，40.15 或 40.16 節）。
（c）與橡膠絲合製之紡織品（第五十章至五十五章或五十八章）。
（d）第 56.02 或 56.03 節之產品。
（e）具有多孔性橡膠做背底之紡織地毯或毯料（第五十七章）。
（f）輪胎簾布（第 59.02 節）。
（g）第五十九章章註 4 中所定義之用橡膠處理之紡織物（第 59.06 節）。
（h）鉤針織品與橡膠絲之結合物（第 60 章）。

40.09-已否附有配件（如接頭管、肘管、凸緣）之硫化橡膠管，硬質橡膠除外。
-未經加強或未與其他材料組合：
4009.11--未附配件
4009.12--已附配件
-已加強或另外僅與金屬結合者：
4009.21--未附配件
4009.22--已附配件
-已加強或另外僅與紡織材料結合者：
4009.31--未附配件
4009.32--已附配件
-已加強或另外與其他材料結合者：
4009.41--未附配件
4009.42--已附配件
本節包括完全由硫化橡膠組成（非硬質橡膠）之管及導管及硫化橡膠管，及導管（包括蛇管），以及疊層強
化者，例如含有單層或多層之紡織物，或是具有一層或多層平行之紡織絲或金屬線。諸如此類之管子及導管也可
以用一鞘狀薄層織物覆蓋，或以絨帶或編結紡織紗覆蓋，管內層或外層亦可用金屬螺旋線編入。
本節不包括以紡織物質製成之導管及管，有時稱之為「紡織軟管」，其可以藉著在其內部以橡膠乳膠加以塗
布或在其管中插入另一根橡膠套，用以防水者。此類製品屬於第 59.09 節。
管及導管仍然歸類在本節中，即使在有配件（例如：接頭管、肘管、凸緣）存在之情況下，只要它們保有導
管本身所具之特性。
本節也包括硫化橡膠之管狀物，不論其是否切割成一定長度，但是不能切割得使其長度較最大橫切面之尺寸
為小之情形，例如切成之長度供製造內胎時之管料。

40.10-硫化橡膠製輸送或傳動帶或帶料。
-輸送帶或帶料：
4010.11--僅以金屬強化者
4010.12--僅以紡織材料強化者
4010.19--其他
-傳動帶或帶料：
4010.31--V 型肋骨紋型之梯形橫切面傳動環帶（V 型帶）
，外圓周長超過 60 公分但不超過
180 公分者
4010.32--非 V 型肋骨紋型之梯形橫切面傳動環帶（V 型帶）
，外圓周長超過 60 公分但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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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80 公分者
4010.33--V 型肋骨紋型之梯形橫切面傳動環帶（V 型帶），外圓周長超過 180 公分但不超
過 240 公分者
4010.34--非 V 型肋骨紋型之梯形橫切面傳動環帶（V 型帶，外圓周長超過 180 公分但不超
過 240 公分者
4010.35--同步環帶，外圓周長超過 60 公分但不超過 150 公分者
4010.36--同步環帶，外圓周長超過 150 公分但不超過 198 公分者
4010.39--其他
本節包括完全由硫化橡膠製之輸送帶、傳動帶或帶料，或以橡膠來加以浸漬、塗布、覆蓋或積層之紡織品，
或以橡膠來浸漬、塗布之紡織紗或紡織索（參見本章之章註 8）。它亦包括以玻璃纖維紡織品或玻璃纖維或金屬
線絲外衣強化之硫化橡膠製之帶子或帶料。
帶子及帶料（完全由硫化橡膠製者除外），通常包括一個由數層紡織物構成之骨架。不論其是否經過橡膠處
理（例如經緯交織紡織品、針織品或鉤針織品，平行紗層織品等）亦有全部以硫化橡膠被覆之鋼纜製成者。
本節包括長條狀之料（備嗣後切成一定長度者）及已經切割成一定長度者（不論其是否在兩端聯結或裝有緊固件
者），它亦包括環形帶。
以上所述的產品，其橫切面可能具有長方形、梯形（Ｖ型帶及Ｖ型料），圓形或其他形狀。
梯形橫切面帶或料為其橫切面有一個或多個Ｖ型之產品。Ｖ型表面之設計在提供良好之楔入及滑輪邊不易滑脫。
此類包括有下列橫切面之帶或料：
（Ａ）單一梯形。

（Ｂ）兩邊梯形。

（Ｃ）同一邊有兩個或更多梯形（V 型肋骨紋型）。

V 型肋骨紋型環帶係為一種表面有縱向肋骨紋型之環帶，藉由摩擦力與類似紋型凹槽之滑輪相嚙合。V 型肋
骨紋型帶係為一種Ｖ─型帶。
Ｖ型帶或帶料之凹槽（無論係模造或切割者）可減少彎曲應力，且幫助消散急速彎曲所生之熱。此點在帶子
以高速滑動於小滑輪上時尤其重要。此種除了縱向凹槽外之凹槽，並不影響Ｖ─型帶或帶料之歸類。
同步環帶（如圖所示）之設計在傳送功率時仍保持槽輪間之恆定轉動關係。此種成品通常簡稱為定時帶。一
般在帶之內側表面上之Ｖ型凹槽係使有Ｖ型凹槽之滑輪能順利運轉。同步環帶並無梯形橫切面。
本節所列之帶亦可為筒（管）狀，需經切割始製成為成品，此種形狀並不影響歸類。
輸送帶或傳動帶或本身配屬機器或依其設計需要而裝置之帶料，與配套的機器設備一起進口時，不論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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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裝置在機器上，均按該機器所屬之類別加以分類（例如第十六類）。

40.11-新橡膠氣胎。
4011.10-小客車（包括旅行車及賽車）用
4011.20-大客車或貨車用
4011.30-航空用
4011.40-機器腳踏車用
4011.50-腳踏車用
4011.70-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80-供建築、礦業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
4011.90-其他
這些輪胎可適用在各種型式之車輛及飛機及有輪子之玩具、機器、炮兵武器等。它們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
用內胎。

目註解：
第 4011.70 目
本目中所包括之某些型式之輪胎圖片如下，僅供說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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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農業車輛或機械用之輪胎實例

-供森林車輛或機械用之輪胎實例

─626 ─

Ch.40
第 4011.80 目
本目中所包括之某些型式之輪胎圖片如下，僅供說明用：
-供建築、採礦、工業操作車輛或機械用之輪胎實例

40.12-翻修或已使用之橡膠氣胎；實心或半實心橡膠輪胎，輪胎面及輪胎襯帶（＋）。
-翻修輪胎
4012.11--機動車輛（包括旅行車及賽車）之用者
4012.12--供公共汽車或貨車之用者
4012.13--航空器用者
4012.19--其他
4012.20-已使用之氣胎
4012.90-其他
本節包括翻修之橡膠氣胎及使用過之橡膠氣胎，適合用來做進一步之使用或用來做翻修輪胎。
實心輪胎可使用於帶輪玩具或移動式家具製品。半實心輪胎，是其內部具有一個以空氣密封空間的實心輪胎，使
用在手推車及台車上。輪胎面係連結於橡膠氣胎胎體周圍通常具有紋路設計，其可用於翻修橡膠氣胎。本節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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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可互換的輪胎面，其係裝置於特別設計供置放環狀輪胎面之輪胎胎體上。輪胎襯帶是用來保護橡膠內胎以免受
鋼圈或輪輻之末端的磨損。
本節不包括第三十九章產品所製成之實心或半實心輪胎產品，例如以聚胺基甲酸乙酯（通常屬第十七類），
及已損壞至不堪再用來翻修之輪胎（第 40.04 節）。
。
。。

目註解：
第 4012.11, 4012.12, 4012.13, 4012.19 及 4012.20 目：
第 4012.11, 4012.12, 4012.13, 4012.19 目中所述之「翻修輪胎」包括已自輪胎胎體移除之磨損胎面且新胎面已經
下述兩種方法裝置：（i）在輪胎胎體上以非硫化橡膠模製胎面，或（ii）已硫化橡膠製成之胎面以可硫化橡膠條
連接於胎體上。此種輪胎可能經歷過上層胎面翻新（取代胎面），全胎面翻新（以覆蓋至部分輪胎壁之新材料取
代胎面）或整個胎面翻新（取代胎面及包含所有或部分輪胎側壁之輪胎壁的更新）。
第 4012.20 目中所敘述之已使用輪胎可能經過再切割或再凹槽處理，其係藉由切割來加深已磨損（可看見的）
凹槽的胎面。此種再凹槽處理通常用於重型車輛輪胎（如，公共汽車及或貨車）。經過再切割或再凹槽處理之已
使用輪胎並不歸入第 4012.11, 4012.12, 4012.13, 4012.19 目中。
第 4012.11, 4012.12, 4012.13, 4012.19 及 4012.20 目中之輪胎亦可為輔助切割，其中橫向及對角向之凹槽均可藉
由切割而施加至原始胎面上。此種輔助切割並不影響第 4012.11, 4012.12, 4012.13, 4012.19 目之翻修輪胎或第 4012.20
目之已使用輪胎的分類。
然而，經過輔助切割之新的橡膠氣胎，仍分類於第 40.11 節下適當之目。

40.13-橡膠內胎。
4013.10-小客車（包括旅行車及賽車）、大客車或貨車用
4013.20-腳踏車用
4013.90-其他
內胎是附在例如汽車、拖車或腳踏車的輪胎之內。

40.14-已否帶有硬質橡膠零件之硫化橡膠製衛生及醫藥用品（包括奶嘴），硬質橡膠者例外。
4014.10-避孕套
4014.90-其他
本節包含除硬質橡膠以外（不論是否裝有硬質橡膠或其他材料製的附件）之硫化橡膠製品，其用途在衛生或
預防方面，尤其包含諸如，避孕套、插管、灌洗器及灌洗器用膠球、噴霧器、滴管等，奶嘴（護理用奶嘴）、乳
頭罩、冰袋、熱水袋、氧氣袋，指套，護理專用充氣墊（例如圈形）。
本節並不包括衣服和衣服附件（如外科醫護人員及放射醫護人員用之護裙及手套）（第 40.15 節）。

40.15-穿著用之硫化橡膠製品（包括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硬質橡膠除外
-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
4015.11--外科手術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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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5.19--其他
4015.90-其他
本節包括衣服類製品及衣服之附件（包括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例如保護用手套及外科手術用衣服，
輻射醫護人員之衣服，潛水伕之衣服等。不論其是否由黏著之方式或由縫織之方式或其他的方法將其組合而得。
這類物品可能具有下列性質：
（1）完全由橡膠製者。
（2）以橡膠加以浸漬、塗布、覆蓋或積層之編織品，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非編織品，而非屬於第十一類
者（參見第五十六章章註 3 及第五十九章章註 4）。
（3）含有部分紡織品之橡膠製品，而橡膠為賦予該製品以主要性質者。
以上三類物品包括：披肩、圍裙、護衣、涎兜，帶子及緊身帶。
以下物品不得歸入本節：
（a）由紡織品物質與橡膠絲化合後製成之衣服及衣服附件等物品（第六十一章或六十二章）。
（b）第六十四章之靴、鞋或其部分品。
（c）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部分品（包括浴帽）。
。
。。

目註解：
第 4015.11 目
外科手術用之手套是一種薄而抗拉力很強的物質，它是以浸漬法製造，供外科醫生穿戴使用。其通常為無菌包裝。

40.16-其他硫化橡膠製品，硬質橡膠者除外。
4016.10-多孔性橡膠
-其他：
4016.91--地板覆蓋物及蓆
4016.92--橡皮擦
4016.93--密合墊、墊圈及其他封密物
4016.94--不論是否可充氣之船用或塢用護墊
4016.95--其他可充氣之製品
4016.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在本章前述的各節內及其他章內容中沒有列名之硫化橡膠製品（不包括硬質橡膠）。
本節包括以下項目：
（1）多孔性橡膠製品。
（2）地板覆蓋物及蓆墊類（包括浴墊），非由橡膠製成的板或片上切割成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蓆墊，而且
沒有經過進一步的表面加工程序（參見第 40.08 節之註解）。
（3）橡皮擦。
（4）密合墊、墊圈及其他封密件。
（5）不論是否可以充氣之船用或船塢用碰墊。
（6）充氣床墊、枕頭和墊褥以及其他可以充氣之製品（不包括第 40.1 4 或 63.06 節中之物品）；充水床墊。
（7）橡膠圈、煙草袋、用來蓋郵戳字母之印章及類似物品。
（8）瓶子的瓶塞及封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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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泵之轉動葉片及活塞端頭；擠乳機之橡膠襯墊；龍頭、活栓、閥及其類似物品；工業上使用的其他製品（包
括第十六類之機械、用具及第九十章之儀器、器具的零件及附件）。
（10）汽車底盤裝置之橡膠，汽車之擋泥板和踏板，腳踏車之變檔器，擋泥板及腳踏板，以及第十七類中之車輛、
航空器及船舶中之其他零件及附件。
（11）僅是切割成非長方形之板、片及條狀橡膠以及其製品，因其經過碾磨、翻轉，以膠類或縫製的方式加以組
合，或其他的加工方法，而不得歸入第 40.08 節。
（12）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補片，具有斜角邊緣及其他形狀之補片，用來修理內胎。其係由模製、切割或碾
磨之方法獲得。通常包括一層以硫化橡膠襯底之自硫化橡膠，而且按第五十九章章註 4 之規定，此類的補
片包括了數層紡織物及橡膠。
（13）橡膠頭鎯頭。
（14）小型吸附掛勾、桌墊、洩水槽孔塞、洩水槽活塞、門檔、用於家具腳之橡膠腳及其他家庭用製品。
本節不包括以下之物品：
（a）歸入第十一類之編織品，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不織布，而以橡膠加以浸漬、塗布、覆蓋或積層所獲得
之物品（參見第五十六章章註 3 及第五十九章章註 4），以及由紡織材料與橡膠絲合製之物品。（第十一類）。
（b）第六十四章之靴、鞋或其他部分品。
（c）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部分品。（包括浴帽）。
（d）由卑金屬及橡膠吸盤製成之真空杯之把手（吸端板手），包括卑金屬製之底座，把手及真空桿（第十五類）。
（e）橡膠製之船及筏（第八十九章）。
（f）音樂儀器及其零件、附件（第九十二章）。
（g）第 94.04 節之多孔性橡膠製之空氣墊、空氣枕和墊褥類，不論其是否有罩套，包括電子保溫床墊，其內部填
有多孔性橡膠。
（h）第九十五章之玩具及遊戲和運動所需用品及其零件。
（ij）設計以手操作之日期印、標封印或編號印及其類似品，和歸入第九十六章內之其他用品。

40.17-任何型狀之硬質橡膠（例如硬橡膠），包括其廢料及碎片；硬質橡膠製品。
硬質橡膠（例如硬橡膠）是將橡膠在高比例（每一百份橡膠中超過 15 份）之化合硫存在之狀況下硫化所得。
硬質橡膠也可能包含顏料及高比例之填料，例如：煤炭、黏土及矽土。當填料、顏料及多孔性構造不存在時，硬
質橡膠是一種堅硬、呈黑棕色（有時是紅色）物質，缺乏可撓性及不具彈性，因而可以加以模製、鋸割、鑽孔、
車削、磨光等，許多硬質橡膠在經過磨光處理後，其外觀可以具有明亮之光輝。
本節所涵蓋之硬質橡膠包括了各種多孔性及各種型式之橡膠廢料及碎屑。
本節也涵蓋了其他章節內所未列名之所有硬質橡膠製品。它包含大桶、水槽、管件製品、刀把及握柄、把手
及各種相類似之物品，衛生保健用品。
本節特別不包括以下物品：
（a）第十六類中以硬質橡膠製成之機械或電子器具及其零件（包括各種類之電子產品）。
（b）第八十六至八十八章各節之車輛、飛機等所使用之硬質橡膠零件及附件。
（c）第九十章內之醫學、外科、牙科或獸醫方面之儀器及器具。
（d）音樂儀器及其相關零件和附件（第九十二章）。
（e）槍托板及其他武器相關零件（第九十三章）。
（f）傢俱、燈飾及照明設備，及第九十四章中之其他產品。
（g）玩具、遊戲及運動類用品（第九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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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第九十六章之刷子及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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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
手提袋及其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製品（蠶腸線除外）
。
第四十一章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章註：
１.─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生皮之削片及類似廢品（第 05.11 節）；
（b）第 05.05 或 67.01 節之帶羽毛或絨毛之鳥皮或部分鳥皮；
（c）生、鞣製或硝製之帶毛生皮（第四十三章），但下開動物之帶毛生皮則歸入第四十一章：牛類（包括水
牛）、馬類、綿羊及小羊（阿斯特拉堪、尾寬種、卡拉卡爾、波斯及類似之小羊以及印度、中國、蒙
古與西藏在內所產之小羊除外）山羊及小山羊（葉門、蒙古或西藏所產之山羊及小山羊除外）、豬（包
括美洲野豬）、羚羊、瞪羚羊、駱駝（包括單峰駱駝）、馴鹿、麋鹿、鹿、洛鹿或狗。
2.─（a）第 41.04 至 41.06 節不涵蓋已經過可逆鞣製（包括預鞣）處理之皮（視情況歸列第 41.01 至 41.03 節）。
（b）第 41.04 至 41.06 節所稱“胚皮革”（crust）包括在乾燥前已再鞣製、染色或加脂之皮。
3.─本分類所稱組合皮僅以第 41.15 節所述之物為限。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I）生皮（Raw hides）（大型四足動物之皮）及小動物皮（Skins）（帶羽毛或絨毛之鳥皮及毛皮除外）（第 41.01
至 41.03 節）。這些節亦包括章註１（c）及第 41.01 到 41.03 節之註解所提及之帶有毛髮的四足動物生皮和
小動物皮。
尚未鞣製之前，獸皮和小動物皮首先須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工作，過程包括將皮浸泡於鹼性溶液（使皮柔
軟同時去除用於保存生皮的鹽），脫毛及削肉（“fleshing”），再去除石灰及其他用於脫毛的物質，最後清洗。
第 41.01 至 41.03 節也涵蓋經可逆性鞣製（包括預鞣）處理之無毛髮或去毛的四足動物生皮和小動物皮。
如此處理暫時穩定生皮以供作剖層處理及暫時的防腐。經上述處理之獸皮和小動物皮其在製成前需進一歩
鞣製，並不視為第 41.04 至 41.06 節產品。
本章不包括帶有毛髮的皮經預鞣或進一步處理者（參考本章章註 1（c））。
（II）獸皮和小動物皮，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crusted）但未進一步處理者（第 41.04 至 41.06 節）。鞣製使獸皮
和小動物皮具有抗腐及增強皮之本身強度及不透水性。鞣質穿入皮質結構和皮膠質結合，係一種不可逆轉
之化學反應，如此而產生之產品具有穩定性以抗熱、光或汗水且使獸皮及小動物皮易成型且能用。
然後皮經「植物性鞣製」（在槽內含某種木料、樹皮、樹葉等，或其淬取汁液）或「礦物性鞣製」（用
金屬鹽類，例如鉻鹽、鐵鹽或鋁鹽）；或是「化學性鞣製」（用甲醛或某些合成化學藥劑）。有時以上述
三種鞣劑混合使用。用鋁礬及鹽的混合物鞣製重革稱為匈牙利式鞣法（Hungarian dressing），在鋁礬鞣製中
使用鹽、鋁礬、蛋黃、和小麥粉的混合物鞣製。鋁礬鞣製之皮革及小動物毛皮主要用於製作手套、衣著及
高品質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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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皮和小動物皮已經鞣製或鞣製後再進一步處理者在貿易上稱為皮革（leather）。鞣製後之皮革經乾燥
者稱作胚皮革（crust 或 crust leather）。在製成胚皮革步驟中可加入油脂使胚皮革具有潤滑及柔韌性，在乾
燥前亦可再鞣或以浸漬方式著色（例如在桶內）。
綿羊及小綿羊皮使用油鞣（oil-tanned）及整飾製成油鞣皮革（chamois）（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歸列
第 41.14 節。
(III) 皮革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crusting）後之進一步處理（第 41.07、41.12、41.13 節）。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後，
經常須有梳刷（currying）之處理，以去除不規則之表面及得到更柔軟兼具防水之皮革。該步驟含軟化、伸
展、削薄、摔打、滾轉使表面硬實及加脂（stuffing）。
然後再經往後之表面塗飾或整飾如染色、漆畫或壓花成其他種類之皮紋、塗裝、磨光、底部（有時為
含粒之面，即上部）碾磨（磨皮）使其具有絨毛般外觀、塗臘、染黑、拋光、印花等。
羊皮紙式皮革（Parchment-dressed Leather）是由原皮準備做起，不經過鞣製程序，但生皮仍需經過處理
使能長期保存。該步驟包括柔軟、去毛、去肉、洗滌然後伸張於框上，再用白糊及鹼類或消石灰塗於表面，
然後削皮以得到需要之厚度，再用浮石打光。最後再用明膠和澱粉類塗飾。
較上等的品質我們稱為「犢皮紙」（Vellum）是以剛出生之小牛之皮做成者。主要是用於高級的書面皮
夾，重要的文件上或作鼓皮用等。較厚之獸皮（即一般較大牛類動物）有時也用上述相同的方式處理（較
粗之產品即所謂之「生牛皮」（rawhide）），通常用於製造機械零件、工具、旅行用物品等。
(IV) 油鞣皮革；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屬皮革（第 41.14 節）。第 41.14 節包括列在節名及特殊加工方法製造之
皮革。因此本節涵蓋綿羊及小綿羊皮已經過油鞣（oil-tanned）及整飾製造之油鞣皮革（chamois）（包括混
製油鞣皮革）；皮革上已以油漆或透明漆或以塑膠膜塗佈或覆蓋表面（漆皮或貼合漆皮）；以金屬粉末、
金屬箔來塗飾之皮革（敷金屬皮革）。
(V)

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要成分之組合（粘合）皮革（第 41.15 節）。

(VI) 皮革或組合皮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本節不包括生皮或毛皮之削片及類似廢料。
本章所述之獸皮、小動物皮及皮革，不論是否整張的（即獸皮、小動物皮及皮革外形需具有動物輪廓，但可
除去腳及頭部皮）或部位的（如邊皮（sides）、肩皮（shoulders）、整張背皮（butts）、半張背皮（bends）、腹
部皮（bellies）、頰皮（cheeks））或成條的或整張者；然而切割成特殊形狀之皮革，應視為其他章內之製品，特
別是第 42 章或第 64 章。
剖層之生皮、小動物皮及剖層皮革都和整張之生皮、小動物皮及皮革分別被歸類於同一節中。剖層是將獸皮
及小動物皮經水平剖開，使其多於一層且可在鞣製之前或之後進行，剖層的目的在製成厚度更均勻及更一致性的
皮革。獸皮之外層或粒面層稱為「粒面剖層（grain split）」，是獸皮横過環狀帶鋸刀被削平，精準度達到以幾公
厘（mm）計；最底層又稱作「肉面剖層（flesh split）」，其外形及厚度呈不規則狀，特別是厚獸皮能被剖成許多
層，如水牛，然而在此情況，中間層之結構強度較外層弱。

41.01-牛（包括水牛）及馬類動物之皮（生鮮、鹽漬、乾、灰漬、酸漬或以其他方法保存，但
未鞣製、羊皮紙法製、或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去毛或剖層。
4101.20-整張生皮，未剖層，簡單乾燥者每張不超過 8 公斤，鹽乾者每張不超過 10 公斤，
生鮮、鹽濕或以其他方法保存者每張不超過 16 公斤
4101.50-整張超過 16 公斤之皮
4101.90-其他，包括整張背皮、半張背皮、腹部皮
本節包括牛（包括水牛）類之動物（即第 01.02 節之動物，見該節註解）或馬類動物（如馬、驢子、騾子、
斑馬等）之生皮，（不論是否已去毛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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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生皮也許是新鮮的（未處理的）或以鹽漬、乾燥、灰漬、酸漬來暫時保藏或以其他方式來短期間防腐者。
它也可以經過清潔、剖層、刮肉等步驟，亦可經過可逆性鞣製處理（包括預鞣），但是未經過其他鞣製或相似的
處理（如羊皮紙式之處理法），亦未更進一步處理者。
生皮都能以乾鹽法（dry salted）或以鹽水浸漬的溼鹽法（wet salted）來貯藏。在乾鹽法中，有時需加入少量
之其他物質來避免污損。在印度，有時會加入含有硫酸鈉（sodium sulphate）的黏土。
原皮也能直接地乾燥或以鹽漬後經過一些處理。在乾燥期間有時也加些殺蟲劑、消毒劑或其他類似的物質。
生皮都必須經過灰漬，這種過程可用浸漬於石灰水中或以一種含有消石灰的漿擦拭其上。這些石灰能促進脫
毛，同時也有助於對原皮的貯藏。
生皮也需要浸漬於加有鹽之經過稀釋的鹽酸或硫酸或其他特定的化學原料等來進行浸酸的過程。這些步驟也
有助於原皮的貯藏。
本節不包括：
（a）未煮過之食用動物皮（見第 02.06 或 02.10 節）（當該類皮經煮過後則分類於第 16.02 節）
（b）生皮之削片或類似廢品（第 05.11 節）。

41.02-綿羊或小綿羊生皮（生鮮、鹽漬、乾、灰漬、酸漬或以其他方法保存，但未鞣製、羊皮
紙法製或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帶毛或剖層，本章註 1（c）不包括者除外。
4102.10-帶毛
-不帶毛者：
4102.21--酸漬者
4102.29--其他
這些生皮也許新鮮的（未處理的）或以鹽漬、乾燥、灰漬、酸漬來暫時保藏或以其他方式來短期間防腐者（參
閱第 41.01 節之註解）。它也可以經過清潔、剖層、刮肉等步驟，亦可經過可逆性鞣製處理（包括預鞣），但是
未經過其他鞣製或相似的處理（如羊皮紙式之處理法），亦未更進一步處理者。
這些生皮也許經過削肉或鹽漬、乾燥、灰漬、酸漬或其他方式來預防腐敗（參閱第 41.01 節之註解）或經過
洗滌、剖層、刮肉等步驟，但未經過任何鞣製或部分鞣製或相關的處理過程（如羊皮紙式處理）甚至更進一步的
處理。
本節不包括：
（a）未煮過之可食用動物皮（第 02.06 或 02.10 節）（當該類皮經煮過後則分類於第 16.02 節）。
（b）生皮之削片及其他類似廢品（第 05.11 節）。

41.03-其他生皮（生鮮、鹽漬、乾、灰漬、酸漬或以其他方法保存，但未鞣製、羊皮紙法製或
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去毛或剖層，本章註 1（b）或（c）不包括者除外。
4103.20-爬蟲動物生皮
4103.30-豬皮
4103.90-其他
本節包括：
（A）非屬第 41.01 或 41.02 節所述之所有的生皮，不帶毛髮或去毛者。本節包括羽毛、絨毛都已去除之鳥皮和魚
皮、爬蟲類皮及去毛之山羊或小山羊皮。（包括葉門、蒙古或西藏的山羊及小山羊）。
（B）生皮，其毛髮尚未去除者只限下列之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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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羊及小山羊（葉門、蒙古或西藏所產之山羊及小山羊除外）。
（2）豬，包括美洲野豬（peccary）。
（3）羚羊（chamois）、瞪羚羊（gazelle）及駱駝（包括單峰駱駝）。
（4）麋鹿（elk）、馴鹿（reindeer）、獐鹿（roebucks）及其他鹿類。
（5）狗。
這些生皮也許新鮮的（未處理的）或以鹽漬、乾燥、灰漬、酸漬來暫時保藏或以其他方式來短期間防腐者（參
閱第 41.01 節之註解）。它也可以經過清潔、剖層、刮肉等步驟，亦可經過可逆性鞣製處理（包括預鞣），但是
未經過其他鞣製或相似的處理（如羊皮紙式之處理法），亦未更進一步處理者。
本節不包括：
（a）未煮過之食用動物皮（第二章）或魚皮（第三章）。（當該類皮經煮過後則分類於第十六章）
（b）生皮之削片及其他類似廢品（第 05.11 節）。
（c）屬於第 05.05 或 67.01 節之帶羽毛或絨毛之鳥皮或部分鳥皮。

41.04-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
、馬類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不論是否剖層，但未進一步處理
者。
-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4104.11 --全粒面，未剖層皮革；粒面剖層皮革
4104.19 --其他
-乾皮革（胚皮革）：
4104.41 --全粒面，未剖層皮革；粒面剖層皮革
4104.49 --其他
本節包括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或馬類生皮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後，未再進一步處理者。（參閱本章之註
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第 41.14 節）。
（b）鞣製或胚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c）帶毛牛（包括水牛）、馬類生皮經過鞣製或製成胚皮革（ crusted）者（第四十三章）。

41.05-不帶毛之綿羊或小綿羊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不論是否剖層，但未進一步處理者。
4105.10-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4105.30-乾皮革（胚皮革）
本節涵蓋已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crusted），但未進一步處理之不帶毛綿羊皮或小綿羊皮（包括山羊及綿羊
的雜交種）（參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綿羊及小綿羊皮革多少和山羊或小山羊皮革有些類似，但其纖維較為鬆弛，同時粒面也較不規則。
綿羊皮通常用「鋁礬鞣製」（參閱本章註解總則）。
經鞣製之綿羊全粒面剖層皮革一般都稱為“剖革”（skiver）；“熟羊皮”（basils）為經某種植物鞣製之綿
羊皮。
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第 41.14 節）。
（b）鞣製皮革或製成胚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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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帶毛且已經鞣製或製成胚皮革之綿羊及小綿羊皮（第四十三章）。

41.06-不帶毛其他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不論是否剖層，但未進一步處理者。
-山羊或小山羊皮革：
4106.21--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4106.22--乾皮革（胚皮革）
-豬皮革：
4106.31--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4106.32--乾皮革（胚皮革）
4106.40-爬蟲動物皮革
-其他：
4106.91--濕皮革（包括濕藍皮革）
4106.92--乾皮革（胚皮革）
本節涵蓋已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crusted）後未進一步處理之不帶毛山羊皮或小山羊皮（參閱本章之註解總
則）。
綿羊和山羊皮區分特徵，請參閱第 41.05 節之註解。
山羊及小山羊皮亦可用「鋁礬鞣製」（參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本節也涵蓋未列入第 41.04 及 41.05 節之所有無毛或已去毛之動物皮革。這些皮革的製作方法與第 41.04 及 41.05
節中所述的皮革製作方法相同（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因此涵蓋如豬、爬蟲動物（蜥蜴、蛇、鱷魚等）、麋羊、袋鼠、鹿、羚羊、馴鹿、麋鹿、象、駱駝（包
括單峰駱駝）、河馬、狗、魚或海洋哺乳動物等之皮革。
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第 41.14 節）。
（b）鞣製皮革或胚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c）帶毛且已經鞣製或製成胚皮革（第四十三章）。

41.07-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馬類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包括以羊皮紙法製作皮革），已
進一步處理者，不論是否剖層，第 41.14 節所列者除外。
-整張皮革：
4107.11--全粒面，未剖層
4107.12--粒面剖層
4107.19--其他
-其他，包括邊皮革：
4107.91--全粒面，未剖層
4107.92--粒面剖層
4107.99--其他
本節涵蓋不帶毛之牛（包括水牛）、馬類皮經羊皮紙法製作以及經鞣製或製成胚皮革後再進一步處理者。（參
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牛馬類皮革有其顯著的堅固性及耐久性；因此，一般多用作鞋底革（sole leather）及作為機械用之皮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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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底革是一種用重輾或鎚打做成之皮革，通常以植物性鞣製或以混合式之鞣製而產生棕色，但也有鉻鞣者帶
藍綠色。
機械用帶之皮革（leather for machinery belting），通常是取材於公牛之背部，經過植物性鞣製及良好的加脂、
整飾，產生堅固耐屈折，且幾乎毫無伸展性之皮革。
牛（包括水牛）、馬類皮革，亦經常用於靴或鞋面皮，例如，一種名為方格紋小牛皮（box-calf）或條紋小牛
皮（willow-calf）（已著色及打光後之鉻鞣小牛皮，通常都用鉻鞣或有時用一種混合式的鞣製法）。
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patent leather），貼合漆皮（patent laminated leather）及敷金屬皮革
（metallised leather）（第 41.14 節）。
（b）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c）帶毛且已經整飾之牛皮革（包括水牛）及馬類動物皮革（第四十三章）。

41.12-不帶毛之綿羊或小綿羊鞣製皮革或胚皮革（包括以羊皮紙法製作皮革）
，已進一步處理者
，不論是否剖層，第 41.14 節所列者除外。
本節涵蓋不帶毛綿羊皮或小綿羊皮（包括山羊及綿羊的雜交種）已以羊皮紙法製作者，及已經鞣製或胚皮革
處理（crusting）後再進一步處理之綿羊或小綿羊皮革（參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綿羊及小綿羊皮革多少和山羊或小山羊皮革有些類似，但其纖維較為鬆弛，同時粒面也較不規則。
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patent leather），貼合漆皮（patent laminated leather）及敷金屬皮革
（metallised leather）（第 41.14 節）。
（b）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c）帶毛且已經整飾之綿羊及小綿羊皮革（第四十三章）。

41.13-不帶毛之其他動物鞣製皮革或胚皮革（包括以羊皮紙法製作皮革）
，已進一步處理者，不
論是否剖層，第 41.14 節所列者除外。
4113.10-山羊皮革及小山羊皮革
4113.20-豬皮革
4113.30-爬蟲動物皮革
4113.90-其他
本節涵蓋不帶毛山羊皮或小山羊皮，已以羊皮紙法製作者，及已經鞣製或胚皮革處理（crusting）後再進一步
處理之山羊皮革（參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綿羊和山羊皮革之區分特徵，請參閱第 41.12 節之註解。
山羊及小山羊皮亦可用「鋁礬鞣製」（參閱本章之註解總則）。
本節也涵蓋未列入第 41.07 及 41.12 節之所有無毛或已去毛之動物皮革。這些皮革的製作方法與第 41.07 及 41.12
節中所述的皮革製作方法相同（見本章註解總則）。
本節因此涵蓋如豬、爬蟲動物（蜥蜴、蛇、鱷魚等）、麋羊、袋鼠、鹿、羚羊、馴鹿、麋鹿、象、駱駝（包
括單峰駱駝）、河馬、狗、魚或海洋哺乳動物等之皮革（第 41.14 節者除外）。
一種商業上稱為「母羊皮」（doeskin）之皮革是以綿羊皮剖層經過甲醛或油脂鞣製而成可洗的皮革，它不列
入本稅則號別（第 41.12 或 41.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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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patent leather），貼合漆皮（patent laminated leather）及敷金屬皮革
（metallised leather）（第 41.14 節）。
（b）皮革之削片及其他廢料（第 41.15 節）。
（c）帶毛且已經整飾皮革（第四十三章）。

41.14-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屬皮革。
4114.10 -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
4114.20 -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屬皮革
（Ⅰ）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
油鞣皮革（Chamois leather）是用魚油或動物油脂反覆地鞣製及整飾，然後烘乾或晾乾，再用鹼水液來洗除剩
餘的油脂，然後清潔皮張表面，再用浮石或其他研磨劑起絨加工，這種皮革一般都用綿羊或小綿羊的底層榔皮作
原料。
油鞣皮革因具有柔軟、黃色（染色除外）及可洗的特性，所以廣泛應用於手套皮，可洗皮革等。較大的動物
皮（如鹿、雄鹿等）經相同的處理方式可應用於製衣服、馬具或某些工業用品上。
上述僅用油脂鞣製油鞣皮革，所以有時也稱作「全油油鞣皮」
（full oil chamois）
。
混製油鞣皮（combination chamois）為白色可洗皮革，與黃色之油鞣皮革性質相似，為先以甲醛作不完全鞣製，
然後再按上述方法用油脂鞣製者。本節函蓋這種皮革，但不包括其他可洗之皮革（例如用鋁礬及甲醛鞣製者），
亦不包括用其他方法鞣製後，再僅用油“加脂”之皮革。

（Ⅱ）漆皮及貼合漆皮；敷金屬皮革
本類包括：
（1）漆皮，該類皮革是以一種油漆或亮漆或預先成形的塑膠膜覆蓋於表面，而產生一種如鏡面般的光澤。
此種油漆或亮漆都可為加顏料或未加顏料者，且可有下述之基料者：
（a）植物乾性油（通常為亞麻仁油）；
（b）纖維素衍生物（cellulose derivatives）（如硝化纖維素"nitro-cellulose"）；
（c）合成物質（無論其是否具有熱塑性），主要為聚胺基甲酸乙酯（polyurethanes）。
應用於漆皮上預先成形的塑膠膜，通常是用聚胺基甲酸乙酯或聚氯乙烯。
本類（漆皮）產品的表面並不須是平滑者，它也可以壓仿某些動物皮紋（如鱷魚皮、蜥蜴皮等）或有
人造之壓紋、波紋或珠面（粒面）花紋，但其必須保持如鏡面之外觀。
塗料或膜，其厚度不可超過 0.15 公厘。
本類也包括皮革以含有顏料（包括雲母、矽土或類似薄片），以諸如塑膠或植物乾性油結合使用之油
漆或亮漆塗佈或覆蓋，使皮革具金屬的光澤（仿敷金屬皮革）。
（2）貼合漆皮，在貿易上稱貼覆漆皮（Patent coated leather）係指以預成形之塑膠膜貼覆，其厚度逾 0.15 公厘，
但小於皮革總厚度之二分之一，同時有如漆皮般的鏡面外觀。（皮革貼覆以預成形之塑膠膜其厚度逾 0.15
公厘且大於皮革總厚度的二分之一者歸於第三十九章）。
（3）敷金屬皮革（Metallised leather），係指皮革塗以金屬粉末或貼覆金屬箔（例如銀、金、銅或鋁）。
但是本節不包括塗油漆或以金屬粉飾之組合皮革（第 41.15 節）。

－ 639 －

Ch.41
41.15-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要成分之組合皮革，成塊、張或條，不論是否成捲者；皮革或組
合皮之削片及其他廢料，不適於製造皮製品者；皮末、皮粉。
4115.10-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要成分之組合皮革，成塊、張或條，不論是否成捲者
4115.20-皮革之削片及其他皮革或組合皮廢料，不適於製造皮製品者；皮末、皮粉
（Ⅰ）組合皮革
本類包含之組合皮革僅限於以天然皮革或皮革纖維為主製造者。須注意其並不包括非以天然皮革為主之仿造
皮革，例如塑膠（第三十九章），橡膠（第四十章），紙及紙板（第四十八章）或塗佈之紡織物（第五十九章）。
組合皮革（又名 bonded leather）可以使用下列各種方法製成：
（1）以膠或其他黏結物將皮革削片及小廢料凝聚而成。
（2）不用黏結物，而經由壓縮方式將皮削片及皮革小廢料壓聚而成。
（3）將削片及廢料置於熱水中加熱而成細小的纖維（如紙一樣，不含黏結劑），再經由篩濾、滾壓及壓光而成
整張。
組合皮革可以染色、壓花、拋光、粒面、壓印，以碳化矽或金剛砂起絨、塗漆或敷金屬。
成塊、張或條之組合皮革，不論是否成捲均歸類於本節；如果切割成方形或矩形以外之其他形狀則歸類於其
他章，特別是第四十二章。

（Ⅱ）皮削片及其他廢料
本類涵蓋：
（1）皮削片及其他皮革之廢料（包括組合皮革或羊皮紙法製皮革），它來自製造皮革製品時所剩之削片，適合
於生產組合皮革或膠等，或用作肥料。
（2）磨損之皮製品，不能再作原用途使用，且不適合再製造其他之皮製品者。
（3）皮粉屑（leather dust and powder）（磨皮及起絨皮之廢料）用作肥料、人造麂皮、組合皮革鋪地物等。
（4）皮細粉（leather flour），是由研磨廢料而成，主要用於製造仿麂皮織物或塑膠填料等。
碎片皮及磨損之皮革製品（如機械舊皮帶）尚可被用來製造皮件者，分類於皮革適當之節內（第 41.07 或 41.12
至 41.14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生皮之削片及類似廢品（第 05.11 節）。
（b）第 63.09 節的舊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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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
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

章註：
1.─本章所稱“皮革”包含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貼合漆皮及敷金屬皮革。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作外科縫線之已消毒腸線或類似已消毒材料（第 30.06 節）；
（b）以毛皮或人造毛皮作裡或作面（僅作為緣飾者除外）之衣著物之附屬品（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除
外）（第 43.03 或 43.04 節）；
（c）已製網（第 56.08 節）；
（d）第六十四章之物品；
（e）第六十五章之帽類或其零件；
（f）第 66.02 節之鞭、馬鞭或其他物品；
（g）第七十一章之物品（例如袖扣，手鐲及其他仿首飾（第 71.17 節））；
（h）輓具之配件或裝飾品，諸如個別之馬鐙、馬勒、馬用銅器及帶釦（通常歸入第十五類）；
（ij）絃線、製鼓用皮及其類似品，或其他樂器零件（第 92.09 節）；
（k）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照明配件）；
（l）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具）；或
（m）第 96.06 節之鈕釦、按釦、撳釦、飾釦、鈕釦模或該類物品之其他零件，鈕釦坯。
3.─（a）除上列註二所規定者外，第 42.02 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1）塑膠布製之提袋，有手把者，不論是否有印刷，並非設計供長期使用者（第 39.23 節）；
（2）編結材料製品（第 46.02 節）。
（b）第 42.02 及 42.03 節之物品，其含有貴金屬或包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
或再造）等配件者，即使此等配件超過作為小配件或小裝飾，但此等配件尚不構成該物品之主要特性者，
仍應歸入這些節，惟此等配件若構成該物品之主要特性，則該物品應歸入第七十一章。
4.─第 42.03 節所稱之「衣著物及服飾附屬品」亦包括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包括運動用或保護用）、裙及
其他保護性衣著、束帶、帶、肩帶及腕帶，但不包括錶帶（第 91.13 節）。

總

則

本章主要包括皮革或組合皮製品；然而第 42.01 和 42.02 節亦包含其他材料所製造成而具有皮革特性的物品。
更且包括腸製品、腸膜製品（goldbeater's skin）、膀胱或腱製品。
皮革（Leather）
本章所稱「皮革」定義於本章註 1。“皮革”包含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貼合漆皮及敷金
屬皮革等，這類產品詳見第 4114 節。
但某些皮革製品歸入其他各章，本章各節註解將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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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任何材料製成之牲畜用鞍具及輓具（包括拖索、牽帶、護膝套、鼻籠、鞍褥、鞍囊、狗
衣及類似品）。
本節包括由皮革、組合皮、毛皮、紡織品或其他材料製成之所有動物用的裝備。
該類物品包括鞍具和輓具（含韁繩、馬勒及拖索）、拉曳及使動物背載用具、護膝套、馬用眼罩和馬靴、馬
戲表演動物用裝飾道具，任何動物用鼻籠、狗或貓的頸圈、牽帶及飾物、鞍褥、鞍墊及鞍囊，特殊形狀做為某種
用途之馬用毛氈或狗用衣物。
本節不包括：
（a）輓具的附件或飾物，如馬鐙、馬銜、銅器及釦環，單獨呈現通常歸入（第十五類）及飾物如馬戲動物用的羽毛
（分類於其專屬之節內）。
（b）小孩或成人用的牽繩（harness）（第 39. 26、42.05 及 63.07 節等）。
（c）鞭、馬鞭或第 66.02 節所述其他物品。

42.02-衣箱、手提箱、化妝箱、公事箱、公事包、書包、眼鏡盒、望遠鏡盒、照相機盒、樂器
盒、槍械盒、槍套及類似容器；旅行袋、食物或飲料用之保溫袋、化妝袋、背包、手提
袋、購物袋、錢夾、錢袋、地圖盒、菸盒、菸絲袋、工具袋、運動用具袋、瓶類盒、首
飾盒、粉盒、刀具盒及類似容器，以皮革、組合皮、塑膠布、紡織材料、硬化纖維或紙
板製成者，或其全部或主要部分以此類材料或紙類包覆者（＋）。
-衣箱、手提箱、化妝箱、公事箱、公事包、書包及類似容器：
4202.11--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4202.12--外層為塑膠或紡織材料者
4202.19--其他
-不論是否附肩帶或把手之手提袋：
4202.21--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4202.22--外層為塑膠布或紡織材料者
4202.29--其他
-通常置於衣袋或手提袋中攜帶者：
4202.31--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4202.32--外層為塑膠布或紡織材料者
4202.39--其他
-其他：
4202.91--外層為皮革或組合皮者
4202.92--外層為塑膠布或紡織材料者
4202.99--其他
本節僅包括其中特別列名的物品及類似容器。
該類容器可能是堅硬的或具有堅硬的基底或者是軟的及不加基底的。
依據本章註 2 及 3，本節第一部分包括的物品可以是任何材料。第一部分所稱「類似容器」包括帽盒、照相器
材盒、彈藥盒、獵刀或露營刀之刀鞘或其他可攜帶之工具盒或箱，其具特殊形狀或內部適合容納特定工具（不論是
否含附件）。
本節第二部分所包括的物品，僅限於此所指的材料製成，或者必須全部或其主要部分以此類材料或紙類包覆者
（基底可能是木材或金屬等）。所稱“皮革”包含油鞣皮革（包括混製油鞣皮革）、漆皮、貼合漆皮及敷金屬皮革
（見本章註 1）。第二部分所稱「類似容器」包括皮夾、寫字用具盒、鉛筆盒、車票夾、針線袋、鑰匙袋、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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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斗袋、工具及珠寶盒、鞋盒、刷子套等等。
本節所屬物品得含有貴金屬、包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寶石（天然、含成或再造）等配件，即使
此等配件超過作為小配件或小裝飾品，惟尚不構成該物品之主要特性者。因此，一個具有銀製框架及瑪瑙(onyx)製
扣夾之皮製手提袋仍歸入本節（參閱本章註 3（b））。
所稱「運動用具袋」包括物品如高爾夫器材袋、體操用具袋、網球拍手提袋、雪撬袋及釣具袋。所稱「首飾
盒」不僅包括為保存珠寶而特別設計的盒子，並且包括類似之各種尺寸之有蓋容器（不論是否設絞鏈或束緊裝置）
特別塑形為容納一件或多件珠寶，且通常襯以紡織材料，以供展示及販售並且適合長期使用。
「食物或飲料用之保溫袋」一詞涵蓋在運輸中或暫時儲存食物或飲料時維持溫度之可重複使用保溫袋。
本節不包括：
（a）如載於本章註 3（a）（1）之購物袋（包括內外兩層為塑膠中間夾層發泡塑膠之袋子）並非設計供長期使用
者（第 39.23 節）。
（b）編結材料製品（第 46.02 節）。
（c）那些雖然具有容器性質，但與本節所列貨品不同之物品，例如，全部或主要部分用皮革、塑膠布等包覆的書
籍封面及護套、檔案夾、文件套、吸墨紙墊、相框、糖果盒、菸草罐、煙灰缸、陶瓷或玻璃瓶等。這些物
品倘若以皮革或組合皮製成（或包覆）者，應歸入稅則第 42.05 節，若以其他材料製成（或包覆）者，則歸
入其他章內。
（d）網製品（第 56.08 節）。
（e）仿首飾（第 71.17 節）。
（f）不具特殊形狀或內部適合容納特定工具（不論是否含附件）之工具盒或箱（通常歸入第 39.26 或 73.26 節）。
（g）劍、刺刀、匕首或類似武器之鞘（第 93.07 節）。
（h）第九十五章所述物品（例如玩具、遊戲、運動器具）。
。
。。

目註解：
第 4202.11，4202.21，4202.31 及 4202.91 目
關於這些目，「外層為皮革」一詞包含皮革已覆蓋一層肉眼不可見的塑膠或合成橡膠薄層（厚度通常小於 0.15
公厘），其作用為保護皮革表面，而不論其是否改變顏色或亮度。

第 4202.31，4202.32 及 4202.39 目
該目包括通常置於衣袋或手提袋中攜帶之物品，且包括眼鏡盒、筆記盒（票據罩）、皮夾子、小錢包、鑰匙
盒、香煙盒、雪茄煙盒、煙斗盒和煙絲袋。

42.03-皮革或組合皮製成之衣著物及服飾附屬品（＋）。
4203. 10-衣著物
-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4203.21--專為運動用而設計者
4203.29--其他
4203.30-帶及肩帶
4203.40-其他服飾附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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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皮革或組合皮革製之所有穿著衣物和服飾附屬品，（例外者逐項陳述於下）。因此該類物品包括外
衣、外套、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包括那些運動保護用手套）、圍裙、袖子及其他防護性衣服、吊帶、皮
帶、肩帶、腰帶、領帶及腕帶。
該類物品亦包括經切割之皮條，其一端逐漸變細之條狀皮革，且可認定為製作皮帶者。
所有以皮革與毛皮製或以皮革與人造毛皮製之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歸屬於本節。
除了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以外，以皮革或組合皮製成之衣物及服飾附屬品，該類物品以毛皮或人造毛
皮作為襯裡，或是以毛皮或人造毛皮附著在外非僅作為鑲邊者，歸屬於第 43.03 或 43.04 節。
不論其是否含有電熱元件（electric heating elements）之物品依然歸於本節。
本節所屬物品得含有貴金屬、包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寶石（天然、含成或再造）等配件，即
使此等配件超過作為小配件或小裝飾品，惟尚不構成該物品之主要特性者。因此，一個具有黃金製扣具之皮帶仍
歸入本節（參閱本章註 3（b））。
本節不含：
（a）以帶毛鞣製皮革（特別是小羊皮或綿羊皮）製成之衣著物及其附屬品（第四十三章）。
（b）由紡織材料配上皮革強化之衣物（第六十一或六十二章）。
（c）第六十四章所列物品（例如，鞋或鞋之配件）。
（d）第六十五章之帽類或其配件。
（e）袖釦、手鐲或其他仿首飾（第 71.17 節）。
（f）錶帶（第 91.13 節）。
（g）第九十五章所列製品（例如，運動用品像板球、曲棍球用護脛及其他護物，或運動防護裝備像擊劍用面罩
及護胸甲冑）（皮革製運動衣物及運動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歸於本節）。
（h）鈕釦、按扣、撳扣、飾鈕、鈕釦模及該類物品之零件，鈕釦坯（button blanks）（第 96.06 節）。
。
。。

目註解：
第 4203.21 目
所稱「特別是為運動用而設計之手套、併指手套（mittens）及露指手套（mitts）」，所包括手套、併指手套
及露指手套，不論是單隻或成對出售，是為了特別適合運動使用而依其效能設計者（像冰上曲棍球手套，不但保
護手而且有幫助握著棍棒的功用，又如拳擊手套等）。

[42.04]

42.05-其他皮革或組合皮製品。
本節包括不歸入本章前述章節或其他章裡的皮革或組合皮製品。
本節包括下列用於機器、機械或工業用之物品：
(1) 機器上任何部位使用之傳送或輸送帶（包括編結之帶子）不論是否已加工製成是類帶子或整匹一條帶
子。平直的皮革製帶子是由挑選出的條狀皮革，以編結或黏結端點而製成者。圓皮帶則通常以預備好的條狀
皮革加以捲圓並黏結而形成圓形截面。輸送用吊桶亦包括在內。
傳動或輸送帶或傳動裝置係專為機器或器具上設計且與其同時進口者，不論是否已實際裝置於機器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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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上，應與機器或器具一同歸類（如第十六類）。
(2) 牽曳帶（lug straps）、投梭器（pickers）、精梳革、梳刷皮革（梳綿機針布裝有針叢者列於第 84.48 節）、
綜絖帶（heald straps）及其他織物機械用之皮製品；齒輪、圈形襯片、墊圈、活塞皮革、啷筒或沖壓用皮革、
印刷機用之圓形滾筒，及分級機用之穿孔皮革；生牛皮製之鎚打器；第 90 章之氣量計（gas meter）隔膜及其
他機械用具或裝備之皮革零件；皮製管及蛇管。
它也包括下列物品：
衣箱標籤；磨剃刀皮帶；靴帶；包裹運送的手把；護角（衣箱、提箱等使用者）；未填充的圓椅墊套（pouffe
cases）（已填充者歸於第 94.04 節）；普通用的皮條（第 42.01 節所述者除外）；小孩或成人之挽帶（harness）；
成段鑲邊皮條；皮墊（第 42.01 節之鞍褥除外）；書本封皮；吸墨紙台（blotting pads）；與第 42.02 節不相似之皮
革或山羊皮製水壺及其他容器（包括全部或主要以皮革或組合皮包覆者）；褲子吊帶配件；包皮革的釦子、釦環
及類似品；雨傘、太陽傘及手杖之套、繐（tassel）；劍柄飾繸；具鋸齒狀邊緣或已組合之油鞣皮革（然而，油鞣
皮革，未加以切割成特別形狀或具鋸齒狀邊緣，如供製除塵布（duster）者，歸類於第 41.14 節）；覆蓋鹿皮之指
甲銼；切割成一定形狀用於製皮革或組合皮製品（例如服飾），其他地方未被列名或包括之皮革或組合皮片。
本節同時不包括：
（a）第六十四章所述鞋靴的零件。
（b）鞭子，馬鞭或其他第 66.02 節所述的製品。
（c）人造花、葉或水果及其部分品等（67.02 節）。
（d）袖釦、手鐲或其他仿首飾（第 71.17 節）。
（e）第九十四章製品（例如：家具、家具配件、燈具及照明配件）。
（f）第九十五章所述製品（例如：玩具、遊戲、運動用具）。
（g）第 96.06 節所述鈕釦、撳釦（press-fasteners）。

42.06-腸製品、（蠶腸線除外）、牛大腸膜製品、膀胱製品、腱製品。
本節含：
（1）由潔淨、乾燥之腸尤其是羊腸撚線製成之腸線。腸線主要用來製造球拍、釣魚用具及機器零件。
然而本節不包括外科手術用已消毒腸線或類似已消毒縫線材料（第 30.06 節）
或用於樂器之弦（第 92.09
節）
（2）整片矩形牛、羊腸膜薄皮製品（或槌鈹）或切割成其他形狀者，及其他同類的製品。牛、羊腸膜薄皮製品
是由羊或其他的反芻動物之盲腸（blind gut）製成。
（3）由膀胱做成之製品，如菸袋；腱製成之機械用皮帶、機械用皮帶接頭等等。由分割之天然腸用膠黏合一起
之「人造」腸亦同時歸於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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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章註：
1.─除第 43.01 節之生毛皮外，本分類內所稱「毛皮」係指各種動物之帶毛之生皮，經鞣製或硝製者。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帶羽毛或絨毛之鳥皮或部分鳥皮（第 05.05 或 67.01 節）；
（b）第四十一章之帶毛生皮（見該章註１（c））；
（c）皮革及毛皮製或皮革及人造毛皮製之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第 42.03 節）；
（d）第六十四章之物品；
（e）第六十五章之帽類或其零件；或
（f）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具）。
3.─第 43.03 節包括加入其他材料之毛皮及其部分品。已縫製為成衣式樣或其零件、附屬品或其他物品式樣之毛皮
及其部分品。
4.─衣著物及其附屬品（註２不包括之物品除外）之以毛皮或人造毛皮作裡或作面者（僅作飾者除外），應視情
形歸入第 43.03 或 43.04 節。
5.─本分類所稱「人造毛皮」，係指以毛、髮或其他纖維黏或縫於皮革、織物或其他材料上之仿毛皮，但不包括
織成或編成之仿毛皮，（通常歸入第 58.01 或 60.01 節）。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生毛皮，第 41.01，41.02 或 41.03 節之生皮除外。
（2）已鞣製或硝製之帶毛皮，不論是否已組合。
（3）毛皮製之衣著物、衣服附屬品及其他製品（第 43.03 節註解所規定之「除外者」不包括在內）。
（4）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須注意者，帶羽毛或絨毛之鳥皮並不視為毛皮，此類帶毛皮應列入第 05.05 或 67.01 節。
＊
＊＊

必須注意者，第 43.01 至 43.03 節包括可能絕種或瀕臨絕種之毛皮及毛皮製品，除非該類動物之貿易已被嚴格
管制。該類動物被列於 1973 年國際貿易會議有關受危害之野生動物及植物之附錄（華盛頓會議）。

43.01-生毛皮（包括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適於毛皮商使用者）
，第 41.01、41.02 或
41.03 節之生皮除外。
4301.10-有或無頭、尾或足掌之整張貂生毛皮
4301.30-有或無頭、尾或足掌之整張小羊生毛皮：阿斯特拉堪（Astrakhan）、寬尾種
（Broadtail）
、卡拉卡爾（Caracul）
、波斯產（Persian）及類似之小羊，印、中國─
蒙古與西藏在內─所產之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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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1.60-有或無頭、尾或足掌之整張狐生毛皮
4301.80-有或無頭、尾或足掌之整張其他生毛皮
4301.90-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適於毛皮商使用者
本節包括所有未鞣製或未硝製之帶毛生獸皮。但下列各類獸皮除外（第 41.01、41.02 及 41.03 節）：
（a）牛（包括水牛）類（即第 01.02 節所列之動物，見該節之註解）。
（b）馬類（馬 、騾、驢、斑馬等）。
（c）綿羊及小羊（阿斯特拉堪（Astrakhan），寬尾種（Broadtail）、卡拉卡爾（Caracul ）、波斯產（Persian）及
類似之小羊，印度、中國，蒙古或西藏所產之小羊除外）。
此地阿斯特拉堪、寬尾種、卡拉卡爾及波斯種等名稱係廣義指類似之小羊，惟這些名稱用於指毛皮時，
則代表不同品質之毛皮，並視小羊之年齡而定。
（d）山羊及小山羊（葉門、蒙古或西藏所產之山羊及小山羊除外）。
（e）豬，包括美洲野豬。
（f）小羚羊、瞪羚羊及駱駝（包括單峰駱駝）。
（g）麋鹿，馴鹿，小雄鹿及其他鹿。
（h）狗類。
本節所稱生毛皮不僅指自然狀態者，亦包括經清洗或防腐者，例如經乾燥或經鹽漬（濕漬或乾漬）。毛皮之
毛可經「拔去」或「修剪」，換言之，得拔去或剪下其粗毛，亦可除去其表面部分之肉或予以刮肉。
成張之毛皮及部分品如頭、尾及掌，如為自然狀態者，仍列入本節，但顯然不適宜作為毛皮商交易用之廢料，
則不包括在內（第 05.11 節）。

43.02-鞣製或硝製毛皮（包括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
，未拼組或已拼組者（未加入其
他材料），第 43.03 節貨品除外。
-有或無頭、尾或足掌之整張皮，未拼組者：
4302.11--貂毛皮
4302.19--其他
4302.20-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未拼組者
4302.30-整張皮及皮片或切片，已拼組者
本節包括：
（1）經鞣製或硝製而未拼組之帶毛皮（包括頭、尾、足掌及其他皮片或切片），但以未根據特定用途切割成形
者為限。整張皮經鞣製或硝製而未拼組且未為特定用途切割成形或進行其他加工，即使其能立即供使用（例
如地毯），仍列入本節。
（2）組合品，由經鞣製或硝製之毛皮或其部分品（包括「剪接毛皮」）縫製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不等四
邊形或十字形者。
所謂「剪接毛皮」（dropped furskins）指毛皮切割成Ｖ形或Ｗ形長條，且再依皮之原來形狀順序予以重組，
以製成較長但較窄之毛皮。
鞣製肉面皮之方法，與鞣製皮革相同（見第四十一章註解總則）。鞣製之毛皮性質較生皮柔軟及柔順，藉此
即可與生皮辨別。毛皮上之毛亦可加以處理以增進其外觀，或予漂白、攙混或表面染（即以刷子在表面染色）、
染色、修剪、上光，包括用人造樹脂處理等以仿製較精美之毛品。
需注意者，第 43.01 節所未涵蓋之帶有毛生皮（如小馬皮、小牛皮及綿羊皮），如經鞣製或硝製者亦列入本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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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所謂經鞣製或硝製之毛皮或其部分品之組合物，係指由二片或多片鞣製或硝製之毛皮或毛皮片斷縫成長
方形（包括正方形）、不等四邊形或十字形之半製品，而不須附加其他材料者。此類半製品為進一步加工之用。
該類組合品之形狀如下：
（1）張狀、蓆狀和條狀─長方形組合品（包括正方形）。
（2）十字─十字狀組合品。
（3）囊狀（裡皮大衣或長袍）─不等四邊形之組合品，有時縫成圓筒狀。
本節亦包括製作皮大衣或夾克之軀體部分，其通常包括三種單獨之組品，一種呈長弧底之等腰梯形（上述衣
物之背部由此裁剪成型），其他兩種呈長方形（衣物之前部及袖子由此剪成型）。
本節不包括：
（a）毛皮或毛皮之組合品（包括頭部、足掌、尾部及其他皮片或切片）粗具衣服或其部分品或附屬品或其他物品
之式樣者，及已製成裝飾品立即可供使用或僅需切成適當之長度即可適於作裝飾之用者（第 43.03 節）。
（b）組合品（如條帶），由毛皮與其他材料構成者（例如尾與皮革或紡織品之組合品）（第 43.03 節）。

43.03-毛皮製衣著物、衣著附屬品及其他物品。
4303.10-衣著物及衣著附屬品
4303.90-其他
除下述之「除外者」不列入本節外，本節包括由下列各種材料製成之衣著物品，及其部分品或其附屬品（皮
手筒、長圍巾、領帶、衣領等）：
（A）毛皮。
（B）其他材料以毛皮襯裡者。
（C）其他材料外覆毛皮者（僅作裝飾性之用者除外）。
毛皮僅構成衣著物上之衣領及反領（如衣領或反領之製作尚未過度處理至實際上已成為披肩或肩衣者），袖
口或口袋之邊，上衣之邊者，則視為裝飾性用品。
本節亦包括經鞣製或硝製並加入其他材料（如絛帶）之帶毛皮組合品，但限於外加之其他材料不改變帶毛皮
組合品作為毛皮之基本特性。
本節亦包括其他所有之毛皮製品及其部分品，其中毛皮構成物品之主要特性者。例如地毯、床單、未裝填之
座墊套、箱、手提包、獵物袋、糧食袋，以及機器或機械用具或工業用之製品或配件（例如拋光帽"polishing caps"、
印染或裝潢用之滾輪套筒）。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42.02 節第一部分之製品。
（b）皮革與毛皮合製之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第 42.03 節）（全部由毛皮製造之手套仍列入本節）。
（c）屬於第六十四章之製品。
（d）屬於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部分品。
（e）屬於第九十五章之製品（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43.04-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所謂「人造毛皮」係指一種材料以羊毛、毛髮或其他纖維（包括絲絨狀纖維）以黏合或縫合於皮革、紡織品
或其他材料上，成為仿毛皮之形式者；但本項說明並不擴及於毛絨織物有時稱「 毛皮織品 」者（通常在第 58.01
節或 60.01 節），亦不及於「加毛的毛皮」（pointed furs），即真正毛皮中另嵌毛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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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適用於整張人造毛皮及其製品（包括衣著物及衣服之附屬品），但第 43.03 節關於真毛之類似製品之註
解在本稅則號別同樣適用。
本節亦適用於以皮革或繩索為中心，其上以毛皮纖維或毛髮纖維聚合而成之人造尾巴。但仿造尾巴含有若干
真正尾巴或以毛皮之碎片穿於一繩心者，不列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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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
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主要供作香料、製藥、殺蟲、殺菌等或類似用途之碎木片、木刨花、木粉等（第 12.11 節）；
（b）竹及以編結為主要用途之其他具木質特性之材料，未加工的，不論是否縱劈、縱鋸截成一定長度者均包
括在內（第 14.01 節）；
（c）主要供作染料或鞣料用之碎木、木刨花、木粉等（第 14.04 節）；
（d）活性碳（第 38.02 節）；
（e）第 42.02 節之物品；
（f）第四十六章之物品；
（g）第六十四章之靴、鞋或其配件；
（h）第六十六章之貨品（例如傘、手杖及其配件）；
（ij）第 68.08 節之貨品；
（k）第 71.17 節之仿首飾；
（l）第十六、十七類之貨品（例如機器之零件、箱子、蓋子，貯藏機器、儀器、或修理車輛用具之櫥）；
（m）第十八類之貨品（例如鐘外殼及樂器及其零件）；
（n）武器之配件（第 93.05 節）；
（o）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燈配件、預鑄房屋）；
（p）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q）第九十六章之物品(例如煙斗及其零件、鈕扣、鉛筆、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但第 9603 節
內木製品之本體及柄除外；或
（r）第九十七章之物品（例如藝術品）。
2.─本章所稱「增密木」係指經化學或物理處理之木材（以膠合夾板而論其處理程度超過確保膠合良好所需），
經此項處理後，增加其密度或硬度，同時並改進其機械強度、抗化學或抗電能力。
3.─第 44.14 至 44.21 節亦適用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等之製品。
4.─第 44.10、44.11 或 44.12 節之產品可以加工成第 44.09 節之物品形狀，其所加工之形狀如彎曲狀、波紋狀、孔
洞狀、或切割或裂成其他形狀（正方形或長方形者除外），但任何方式之加工以不構成其他各節物品之特性
為限。
5.─第 44.17 節不適用於其刀片、工作利刃、工作面或其他工作部分由第八十二章章註１所列任何材料製成者。
6.─除內文另有規定者外，本章之節所稱「木材」除須符合前述註 1 之規定外，亦適用於竹材及其他具木質特性
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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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
1.第 4401.31 目所稱 「木屑棒」，係由機械式木材加工業、家具製造業或其他木材加工作業所產生之副產品。例
如切削之刨花、鋸屑或碎屑，以直接加壓或添加重量不超過 3％的黏結劑所聚集而成者；該「木屑棒」係圓柱
狀，直徑不超過 25 毫米，長度不超過 100 毫米。

總

則

本章包括未加工木材，半加工木材製品及一般木材製品。
這些產品大略分類如下：
（1）原木（例如伐倒、劈開、粗劈角材、剝皮等）及薪材、廢木及碎屑、鋸屑、木片或碎木；箍木、柱木、木
椿、欄柵、木柱尖削等；木炭；木絲及木粉；鐵路或電車軌道枕木（第 44.01 至 44.06 節）。但是，本章不
包括供作香料、製藥、殺蟲、殺菌或類似用途之木片、木刨花、碎木、木粉等用途之木材(第 12.11 節)及木
材供作染料或製革鞣料用之木片、木刨花、木粉等（第 14.04 節）。
（2）縱鋸，切片，平切，旋切，鉋光，砂光，端接例如指狀接（係指一種膠合過程；以短的木材利用端對端膠
合，利用交錯如指狀方式膠合，獲得較長的木材）及延續性形狀木材（第 44.07 至 44.09 節）。
（3）粒片板及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及增密木（第 44.10 至 44.13 節）。
（4）木材製品（本章章註１指定之項目除外及其他有關註之相關木製品）（第 44.14 至 44.21 節）。
一般總則，以塑膠及木板單板膠合之建築用板材歸類於此章。分類這些板材係根據用於外層或表面之材料的
基本特性為依據。例如，應用於結構單元之天花板、壁板、地板等建築用板材，外層以粒片板構成，內層為塑膠
之絕緣材料歸類在第 44.10 節，不論塑膠層之厚度，而係以木材當做結構維持其強度，塑膠僅作為附屬之絕緣功
能。另外以木材為基材作為塑膠面的支撐者，則大部分歸類在第三十九章。
同時進口之未裝配或拆卸之木製品，如各部分已全部同時進口者，按相當之完整製品分類。同樣地，如玻璃、
大理石、金屬或其他材料製屬於木製品之附件或零件者，按該木製品分類，不論該附件等於進口時是否已裝配於
該製品上。
第 44.14 至 44.21 節所涵蓋之木材製品，適用於一般木材或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等所製
造之物品。（參見本章章註 3）
一般而言，所稱之木材不因接受保藏所需之處理而影響其稅則分類，諸如：自然乾燥、表面焦化、塗初層油
漆及填塞或者以木焦油或其他以木防腐劑浸漬（例如：煤焦油、五氯酚（ISO）、加鉻砷酸銅或含氨砷酸銅）；
且亦不因油漆、染色或塗假漆而受影響，但這些一般性的考慮，並不適用稅則第 44.03 和 44.06 節之目裡已有明確
的分類規定，其已經油漆、染色或防腐處理之木作為特定的木類者。
具有木材性質之材料如竹材或柳條主要應用於製造籃類之材料，尚未製造成品之材料則歸列於第 14.01 節，
若做成籃子之物品則歸列於第四十六章。然而，產品如竹片或竹粒（用以製造粒片板、纖維板或纖維素紙漿），
以及除籃器、傢具或特別歸入其他章之物品外之竹製品或其他木質材料製品均歸列於本章相當之木製品之節
內，惟內文另有規定者除外（例如第 44.10 節及第 44.11 節之情形）（參閱本章註 6）。」
。
。。

目註解：
特定熱帶木之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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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03、4407、4408、4409 及 4412 節相關目，有關熱帶樹類之命名法，係根據國際熱帶木材技術協會(ATIBT)、
法國農業研究國際發展中心(CIRAD)及國際熱帶木材組織(ITTO)所推薦之示範名稱(pilot-names)。該示範名稱係源
於生產或消費之主要國家所採用之俗名(popular name)。
與商品有關聯之學名及當地名皆列在本章附註內。

44.01-薪材，呈圓木段、木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木片或粒片；鋸屑、廢材（料）及殘
屑材，不論是否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薪材，呈圓木段、木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者：
4401.11--針葉樹類
4401.12--非針葉樹類
-木片或粒片：
4401.21--針葉樹類
4401.22--非針葉樹類
-鋸屑、廢材(料)及殘屑材，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4401.31--木屑棒
4401.39--其他
4401.40-鋸屑、廢材(料)及殘屑材，未壓縮者
本節包括：
（A）薪材，一般之形式為：
（1）短圓木，通常連皮。
（2）破開之圓木或粗柴。
（3）木枝、木束、粗木棍、籐莖、殘幹及根。
（B）木片或粒片，係指供用於以化學的、機械的或合併兩者的方法生產纖維素紙漿或供用於生產纖維板或粒片板；
使用由木材以機械方法做成小木片（扁平，規則及粗略方形），或粒片（薄且柔軟的）。
依據本章註 6，本節亦包括例如自竹材取得之類似產品。
呈現圓木或四分材之紙漿材除外（第 44.03 節）。
（C）鋸屑，不論是否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D）廢材（料）及殘屑材，不能作為製材之用者。此類材料主要供作製漿（造紙）、粒片板、纖維板之製造及
供作燃料之用。此等廢材（料）及殘屑材包括鋸木廠或鉋板廠之丟棄物；生產之廢棄物；破板；不能再使
用舊木箱等；樹皮或鉋花（不論是否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狀者）
；其他細木工及鑲嵌木工之廢材（料）
，
殘屑材；染料及皮革鞣料木或樹皮之丟棄物。本節也包括自營建、拆除工程所分離無法供木材用之廢材（料）
及殘屑材。然而分離之木製品如仍適合再供原有用途使用者（例如桁、厚板、門等）應分類在適當的節內。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木材及廢材（料）外塗樹脂或以其他方法製成作為火炬之用者（第 36.06 節）。
（b）圓木用作製漿或製造火柴棒（第 44.03 節），與薪材不同是經過詳細分等，並經剝皮或旋切，通常未破碎、
裂開、彎曲、去節或去叉者。
（c）用於編織或製造篩子，小木箱，丸藥箱之木片材及用於製造醋或溶液過濾用之鉋花（第 44.04 節）。
（d）木絲及木粉（第 44.05 節）。

44.02-木炭（包括果殼與果核炭），不論是否壓縮而成者。
4402.10 -竹炭
4402.90 -其他
木炭係將木材隔絕空氣炭化而得。歸類本節者不論是任何形式的塊，條或呈顆粒或粉狀，或與木焦油或
其他物質壓縮成塊狀、餅狀、球狀等。
木炭不似動物或礦物炭，較水為輕且可顯示部分的木材紋理。
以椰子殼或其他果核炭化後之類似產品亦歸納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作為藥用之木炭，如第三十章所述者。
（b）木炭混用香料做成餅狀或其他形式者（第 33.07 節）。
（c）活性炭（第 38.02 節）。
（d）繪圖木炭條（炭筆）（第 96.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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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3-原木，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經油漆、染色劑、木焦油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
4403.11--針葉樹類
4403.12--非針葉樹類
-其他，針葉樹類：
4403.21--松類(松屬)，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公分或以上者
4403.22--其他松類(松屬)
4403.23--杉類(杉屬)及雲杉類(雲杉屬)，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公分或以上者
4403.24--其他杉類(杉屬)及雲杉類(雲杉屬)
4403.25--其他，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公分或以上者
4403.26--其他
-其他，熱帶樹類：
4403.41--暗紅柳桉、淺紅柳桉及巴考柳桉
4403.49--其他：
-其他：
4403.91--橡木類(櫟屬)
4403.93--山毛櫸類(山毛櫸屬)，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公分或以上者
4403.94--其他山毛櫸類(山毛櫸屬)
4403.95--樺木類(樺木屬)，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公分或以上者
4403.96--其他樺木類(樺木屬)
4403.97--楊樹類及白楊樹類(楊屬)
4403.98--桉樹類(桉屬)
4403.99--其他
本節包括天然狀態下伐採之用材，通常已去枝條，經剝去內外層樹皮或已把瘤節去除者。亦包括木材為節
省運輸費用或防腐之理由將邊材去除者。
上列所敘述的主要產品之分類包括：電話、電報或電力輸送線用桿木；未削尖及劈裂木木椿、柵椿、木柱
及支柱；支撐坑道用圓木；原木，不論是否四分之木漿材；旋切用圓木；或用以製造火柴桿，木器等之木材。
電報，電話或電力輸送等電桿木亦歸類於本節，並經剝皮刀或剝皮機將樹皮剝除，表面平滑呈可用狀態。
這些電桿常以油漆、染色、塗假漆或以木焦油或其他物質浸漬。
特殊木材之殘幹及樹根，以及某些木材用作切片或煙斗等亦包括於本節內。
本節亦包括樹幹或樹幹段以斧或手斧將圓木劈切成方形之粗劈角材，或粗鋸成略具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之橫斷面；粗劈角材呈現粗糙區域或樹皮痕跡之特性。將原木鋸開呈相對剖面之對剖材亦包括於本節。木材以
這些形式製材或作其他用途如屋頂用材。
特定的木材（如柚木）利用木楔或披削木沿木理方向劈裂成角材；此類角材亦歸類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粗略加工之木材供製造手杖，傘柄，工具把手或其他類似產品者（第 44.04 節）。
（b）原木經製材後用於鐵道或電車軌道之枕木者（第 44.06 節）。
（c）原木經製材呈厚板，桁樑角材者（第 44.07 或 44.18 節）。
。
。。

目註解：
第 4403.11 及 4403.12 目
第 4403.11 及 4403.12 目包含為長期防腐之目的，以油漆、染劑、雜酚油或其他防腐劑如木焦油、五氯酚(ISO)、
加鉻砷酸銅或含氨砷酸銅等處理過之產品。
不包括以含有單純為運輸及貯存過程中維持原樣為目的之物質處理過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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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4-箍木；木劈柱；木椿，欄柵及木柱削尖，但未經縱面鋸開者；木棒經簡單整修尚未車圓
，彎曲或另行加工，適於製造手杖、傘柄、工具把手及類似品；削（切）木片及類似品
。
4404.10-針葉樹類
4404.20-非針葉樹類
本節包括：
（1）箍木，包括柳條，榛木條，樺木條，不論是否連樹皮或簡單修削，用於製造桶箍，柵欄等，箍木一般以捆
或捲為之。
箍木切成定長及端部加工槽溝以備裝配為桶則歸列於第 44.16 節。
（2）木劈柱，包括樹幹或樹枝沿長軸方向劈開。此產品大量使用於園藝，農業之支柱，柵籬或用於天花板，屋
頂。
（3）木椿削尖，欄柵及木柱（包括籬笆柱），包括圓木或劈裂柱，端頭削尖，不論是否剝皮或浸漬防腐劑，但
未縱面鋸製者。
（4）木棒，經簡單整修尚未車圓，彎曲或另行加工，其長度及厚度皆適合製造手杖，鞭柄，高爾夫球桿，傘柄，
工具手柄，掃帚等，染色木棒及其類似品。
類似木材經過平鉋，車製（一般車床或圓棒機），彎曲或其他加工成指定用於傘柄，手杖，工具柄等
者，歸類於個別物品之節。
（5）削木片，以平切，旋切或有時鋸切成柔軟，狹小，且薄之條狀材用於編織及製作篩子，小木箱，木片籃，
丸藥箱，火柴盒等，同時包括木條用於製造火柴薄片及靴或鞋栓。
本節亦包括木材鉋片，一般為山毛櫸或榛木之木片捲，用以製造醋酸或液體過濾；能夠與第 44.01 節之廢鉋
花區別，因為這些木材鉋片之長、寬、厚皆均勻而能捲成捆。
刷柄或靴或鞋用模型柸件則歸類在第 44.17 節。

44.05-木絲、木粉。
木絲包括木細絲，捲曲或扭曲糾纏成捆。木細絲具有一定的長度、大小、厚度（不同於第 44.01 節之木鉋花）。
木絲由圓木段以特殊鉋花機加工而得（針葉樹或白楊木等）。木絲通常加壓梱包。
若粗略搓合，或放在紙張間做成片片，或經染色、膠合之木絲仍歸類於本節。主要用於包裝或填充物之用。
它亦可用於製造凝聚板之用（例如第 44.10 節或 68.08 節之某些板）。
木粉係由篩選鋸屑、磨鋸屑、鉋花或其廢料而得。它大量使用於塑膠工業、粒片板製造、油氈製造時之填
充料。木粉由於顆粒小而均勻有別於第 44.01 節之鋸屑。
以椰子殼或類似品做成之類似粉除外（第 14.04 節）。

44.06-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未經浸漬處理者：
4406.11--針葉樹類
4406.12--非針葉樹類
-其他：
4406.91--針葉樹類
4406.92--非針葉樹類
本節包含未經平鉋之木材，矩形或略成矩形之斷面，普通用於電車或鐵路軌道之支撐。本節亦包括較枕木
長之轉轍軌枕木及較普通枕木長，寬且厚之橋樑枕。
此類貨品有些略為將邊緣削平並加以鑽孔或加上基座以便固定軌道或座椅。同時為防止破裂，此類貨品有
時在端頭利用Ｕ型釘，鐵釘，螺釘或鋼條等加以補強。
本節之貨品可能為保護之目的，表面以殺蟲或殺菌劑加以處理。為長期之防腐則以木焦油或其他物質進行
防腐處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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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4406.11 至 4406.92 目
編列本目之目的，「經防腐處理」一詞是指為達到長期防腐起見而經過木焦油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若為
枕木於運輸或貯存免於受蟲害，菌害或寄生蟲為害而以殺菌或防霉劑簡單處理者，歸類為「未經防腐處理」。

44.07-木材，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 6 公厘
者。
-針葉樹類：
4407.11--松類(松屬)
4407.12--杉類(杉屬)及雲杉類(雲杉屬)
4407.19--其他
-熱帶樹類：
4407.21--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屬）
4407.22--巴本木、南美雅楠及輕木
4407.25--暗紅柳桉、淺紅柳桉及巴考柳桉
4407.26--白柳桉（包括 White Lauan、White Meranti、White Seraya）、黃柳桉及亞蘭柳桉
4407.27--沙比利桃花心木
4407.28--伊洛可木
4407.29--其他
-其他：
4407.91--橡木類(櫟屬)
4407.92--山毛櫸類(山毛櫸屬)
4407.93--槭木類(槭屬)
4407.94--櫻桃木類(李屬)
4407.95--梣木類(梣木屬)
4407.96--樺木類(樺木屬)
4407.97--楊樹類及白楊樹類(楊屬)
4407.99--其他
本節除了少數例外，包括所有木材及製材，任何沿木理方向鋸切或縱鋸，平切或旋切長度不限，厚度超過
６公厘之木材皆包含在內。此類木材及製材包括鋸製樑柱、厚板、割材、板材、板條等，或由縱切鋸機鋸切正
確尺寸，且其表面比帶鋸機鋸製之面平滑，不須再經過平鉋機刨平之木材。本節亦包括平切或旋切單板，但沿
著任何材邊、端及面作連續型鉋但未裝配之木條及飾條者除外（第 44.09 節）。
本節之木材製品不須呈長方形（包含方形）之斷面或長方向之均一斷面。
本節之產品有些經刨光（不論是否經刨削過程使相接之面稍呈圓形），砂磨或端接亦即指狀接合（見本章
註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木片及類似品（第 44.04 節）。
（b）粗鋸角材，如原木經粗鋸者（第 44.03 節）。
（c）厚度不超過 6 公厘之合板用單板及貼面單板（及其他稅號未列名者）（第 44.08 節）。
（d）第 44.09 節之任一邊、端或面之連續型鉋木材。
（e）第 44.12 節之木片及木板條。
（f）建造用細木製品及木作成品（第 44.18 節）。

44.08-供飾面用（包括由平切積層材取得者）、合板用或類似積層材及其他木材用單板，經縱
鋸、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併接或端接，其厚度不超過 6 公厘者。
4408.10-針葉樹類
-熱帶樹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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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8.31--暗紅柳桉、淺紅柳桉及巴考柳桉
4408.39--其他
4408.90-其他
本節之木材製品係單板厚度不超過 6 公厘（任何補強材料除外），由縱鋸，平切或旋切（旋切機）之方法
取得，不論是否經磨光，染色，塗裝或浸漬或以紙或織物襯背強化或製成仿嵌木之裝飾薄板等，用以製造合板
或其他用途（如製造小提琴，雪茄盒等）。
木材用以製造合板者由旋切製程切削而得，將原木蒸煮或噴蒸汽後架上旋切機，旋轉軸對著刀具旋切出連
續之單板。
平切單板者，首先將原木蒸煮或浸入熱水中，以垂直或水平方向驅動刀具作剪斷動作進行切削，移動原木
至刀具或每次作業後翻動木材。另一種作業方式係將刀具固定，而移動木材。此種方式可以切較薄的單板。
由平切積層材所得之飾面用單板，可用來取代以傳統方法取得者。
本節之單板有些經過拚接（亦即用膠帶，縫接或膠合劑將邊與邊之間膠合起來形成較大的單板，用以製造
合板及類似集成材）。另外，亦可能經過砂磨或端接，如指接（見本章註解總則）。本節之單板亦包括合板用
單板補上紙、塑膠或木材以掩蓋或強化缺點（例如節孔）者。
用在櫥櫃製造之細緻木紋飾面用單板通常以縱鋸或平切方式切削。
本節亦包括方形斷面，厚板約 3 公厘之短尺寸單板，用以製造煙火，箱子，玩具，模型等。
用以編織或製造木片籃子，丸藥盒之平切或旋切之狹木條不在本節範圍內（第 44.04 節）。

44.09-木材（包括用於拼花地板但未裝配之木條及飾條），沿著任何材邊、端或材面作連續型
鉋或類似加工，（已製舌榫，槽榫，嵌槽口，去角，製Ｖ型接口，製連珠，成型，製圓
邊或類似加工），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4409.10-針葉樹類
-非針葉樹類：
4409.21--竹製
4409.22--熱帶樹類
4409.29--其他
本節所包括之木材，特別是指板材、厚板等，這類木材經縱鋸或刨直後由下面第（4）項所敘述之型鉋或緣
飾加工設備進行任一邊、端或面連續型鉋，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如指接者（見本章註解總則）。連
續型鉋之木材包括兩種產品，一種是整根木材長邊或寬邊為均勻斷面，另一種是重覆的浮雕細工設計。
已製舌榫及槽榫加工之木材，係板材邊緣一邊或端含有槽溝及另一邊有凸緣（舌榫），兩片木材邊對邊裝
配起來時，板之舌榫與槽溝密合。
嵌接板（rebate board），是一邊或多邊切削成階梯狀。
斜角板材（chamfered board）係指按面與邊或端的一定角度將一個或多個角切除之木板。
包含於本節之其他普通形式之木材：
（1）圓邊（端）板。
（2）Ｖ型接口木材（亦即木料帶舌榫及槽溝並於邊或端有斜角），包括中央Ｖ型接口木材（亦即在板之中央槽
鉋Ｖ型溝及邊或端常有舌榫及槽溝，有時為斜角）。
（3）珠榫木（在木材邊或端及舌榫之間製作簡單之珠形榫者），包括中央珠榫木（亦即已製舌榫及槽溝，而木
板面之中央有簡單之珠形榫者）。
（4）型鉋木材（亦稱塑型或連珠狀緣飾），亦即木材型鉋成不同的外形（以機械或手工加工），此類產品用於
製造相框，壁飾，家具，門及其他細木加工或嵌木細工。
（5）圓木棒，諸如抽車軹材，係細桿通常為圓形斷面者，用以製造出火柴梗木，鞋木釘，木質百葉窗（木簾百
葉窗），牙籤，製奶酪簾等。木釘（合板釘）呈均勻斷面之圓木桿或棒，通常直徑 2 公厘至 75 公厘，長
度 45 公分至 250 公分，用於家具之零件接合，亦歸類於本節。
本節亦包括木條和飾條，用於組成拼花地板之窄板片，而其已經過連續型鉋加工者（如舌榫或槽榫）。假
如加工層次尚未超出刨平、砂磨、端接（如指接）者，歸屬在第 44.07 節。
供拚花地板之合板條片或貼面木板條亦除外（第 44.12 節）。
下列各項亦不包括在本節：
（a）已鉋光或經其他加工之成套箱板（第 44.15 節）。
（b）木材已在端點鑿榫眼、作榫，鳩尾榫或類似加工並且已組合成嵌板之建造用木作成品或細木製品（例如由
塊板、條板、片板等製成之已組成之地板，包括拼花地板，不論是否置於一層或多層木材之支持物上）（第
44.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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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以膠合劑將略為加工鋸製之木板、板條膠合成嵌板，以便轉運或再加工者（第 44.21 節）。
（d）將型鉋木材重疊放在型鉋或未經型鉋之木材上加工而成之型鉋木材者（第 44.18 或 44.21 節）。
（e）木材已超出鉋光或砂磨範圍之表面加工，但油漆、染色或塗假漆除外。（例如貼面處理、拋光、鍍青銅色
或以金屬箔貼面）（第 44.21 節）
（f）木條（片）明顯用於家具零件，諸如有刻槽木板條用於櫃子及書櫃等除外（第 94.03 節）。

44.10-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粒片板、定向粒片板（簡稱 OSB）及類似板（例如方薄片
型粒片板），不論是否用樹脂或其他有機膠合劑膠合者。
-木製：
4410.11--粒片板
4410.12--定向粒片板
4410.19--其他
4410.90-其他
粒片板係以加壓或擠壓方式製造不同長、寬、厚之平板產品。通常以機械方法將圓木或廢材切成木片或粒
片為原料。亦可使用其他纖維材料生產，例如蔗渣、竹材、稻草、麥桿或亞麻，麻等碎片。粒片板通常添加有
機膠合劑，一般係熱硬化型樹脂，凝聚成型，通常不超過板重之 15％。
本節之粒片板通常能以肉眼觀察板邊及其組成之木片，粒片或其他碎片。但是於某些場合可能需要以顯微
鏡觀察才能與列入第 44.11 節之纖維板的木質纖維素纖維之粒片及碎片分辨出。
本節也涵蓋：
（1）定向粒片板（oriented strand board）係由長度至少超過寬度兩倍之木薄片製成，這些木薄片混合諸如異氰酸
酯或酚樹酯等膠合劑（通常為防水性）再抄成表面為依長度方向，而內部為垂直或任意方向之厚板胚，如
此產生較佳彈性機械特質，此板胚再經加壓及加熱製成實心、均勻、剛性之結構板。
（2）方薄片型粒片板（waferboard）是由長度不足寬度兩倍之木薄片製成。這些木薄片混合諸如異氰酸酯或酚
樹酯等膠合劑（通常為防水性），以任意方向抄製成厚板胚，此板胚再經加壓及加熱製成具有高強度及防
水性且實心、均勻、剛性之結構板。
本節之粒片板通常係經過砂磨，另外或許經過一種或多種物質之浸漬，但並非主要為凝聚其組成物質目的，
而是增加粒片板之其他特性，例如防水、防腐、防蟲、防火或防燃燒蔓延，抗化學藥劑、抗電、提高密度。最
後一項其浸漬物質佔很重要之分量。
粒片板之成品內部可能含有貫穿之空隙。
下列之集成板亦歸類於本節：
（1）粒片板單面或雙面貼合纖維板；
（2）數片粒片板不論是否單面或雙面貼合纖維板；
（3）由數片粒片板及數片纖維以任何次序組合而成。
本節之產品不論是否已加工成如第 4409 號節所敘述之形式、彎曲加工、波狀加工、穿孔加工，切削或成型
呈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狀，或者不論是否對面、邊或端加工，或塗佈或被覆處理（例如以紡織物、塑膠、
油漆、紙張或金屬）或接受其他任何加工處理，仍然係歸列本節，惟須假設這些加工處理並未賦予這些產品其
他章節物品之主要特性。
下列各項不包括於本節：
（a）以木粉用作填充材料之塑膠塊或條（第三十九章）。
（b）經單板貼面之粒片板及類似板（例如，定向粒片板（oriented strand board）及方薄片型粒片板（waferboard）），
不論內部是否有從一端通到另一端之孔眼（第 44.12 節）。
（c）雙面貼合粒片板之鑲空格子木板（第 44.18 節）。
（d）混合水泥，石膏或其他礦物為膠合劑凝聚而成之木質纖維板（68.08 節）。
本節不包括其他節列名貨物或其零件特性之貨品，不論是否直接從加壓、擠壓或型鉋或其他製程所製造之
貨品。

44.11-以木材或其他木質纖維製成之纖維板，不論是否用樹脂或其他有機膠合劑膠合者。
-中密度纖維板:
4411.12--其厚度不超過 5 公厘者
4411.13--其厚度超過 5 公厘，但不超過 9 公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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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14--其厚度超過 9 公厘者
-其他:
4411.92--其密度超過 0.8 公克/立方公分者
4411.93--其密度超過 0.5 公克/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0.8 公克/立方公分者
4411.94--其密度不超過 0.5 公克/立方公分者
纖維板通常由木片經過機械磨漿（解纖）或蒸汽煮漿或從其他木質纖維材料解纖（例如竹材或蔗渣）等製
造。構成板之纖維可由顯微鏡下區別。板內纖維之結合可靠本身之木質素所衍生之膠合劑所膠合。凝聚纖維時
亦可能添加樹脂或其他有機膠合劑。為增進其他性質如防水、防腐、防蟲、防火或火焰在製板過程中或成品中
浸漬或 2 添加其他藥劑。纖維板可能以單張或數張貼合在一起。
本節纖維板之種類依其製程可區分包括有：
（A）經乾性製程取得之纖維板
此範疇之纖維板特別是中密度纖維板（MDF），該板之製程是以乾燥後木纖維添加熱固性樹脂強化結合壓
製而成。它的密度通常介於 0.45 公克/立方公分至 1 公克/立方公分之間，於未加工狀態有兩面平滑之表面，它可
以應用於多種傢俱，室內裝飾及建築業。
中密度纖維板之密度若超過 0.8 公克/立方公分，有時會通稱為「高密度纖維板（HDF）」。
（B）經濕性製程取得之纖維板
此範疇之纖維板型態有：
（1）硬質纖維板，是經濕製程製成，運用木纖維在水中懸浮經過高壓高溫以機械篩網壓縮成板狀。在未加工狀
態，此型纖維板之表面具有一面平滑及另一面粗糙之網狀結構，然而有時也可用特殊製程或表面處理方式
取得兩面均平滑之纖維板。此種板之密度通常超過 0.8 公克/立方公分。此類板主要使用於傢俱製造業，汽
車工業，門板之表面材料，在包裝方面則特別是用作水果及蔬菜之包裝。
（2）半硬質纖維板，此板之製程與硬質纖維板相似，惟採低壓縮方式而製成，密度通常超過 0.35 公克/立方公
分，但未超過 0.8 公克/立方公分，此類板主要用途為傢俱製造，及用於門之內外層。
（3）軟質纖維板，此板與其他型板相同經濕製程製成，惟此板未經壓縮而製成，密度通常為 0.35 公克/立方公
分，或低於此密度。此類板主要用於建築上熱或聲音之絕緣板，特殊形式之絕緣板用作遮覆或裏襯材料。
本節之產品不論是否已加工成如第 4409 節所敘述之形式、彎曲加工、波狀加工、穿孔加工，切削或成型呈
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狀，或者不論是否對面、邊或端加工，或塗佈或被覆處理（例如以紡織物、塑膠、油
漆、紙張或金屬）或接受其他任何加工處理，仍然係歸列本節，惟須假設這些加工處理並未賦予這些產品其他
章節物品之主要特性。
下列各項不包括於本節：
（a）粒片板不論是否膠合一層或數層纖維板（第 44.10 節）。
（b）經單板貼面之纖維板（第 44.12 節）。
（c）雙面貼合纖維板之鑲空格子木板（第 44.18 節）。
（d）紙板，諸如多層紙板，「壓縮紙板」及硬紙板，在層次結構中紙板容易分開可與纖維板區別（第四十八章）。
（e）能清楚分辨為家具零件之纖維板嵌板（第九十四章）。

44.12-合板、單板貼面板及類似積層材(＋)。
4412.10-竹製
-其他全由單板（竹製除外）組成之合板，每層厚度不超過 6 公厘者:
4412.31--至少有一外層由熱帶樹類製成者
4412.33--其他，至少有一外層屬榿木類(榿木屬)、梣木類(梣木屬)、山毛櫸類(山毛櫸屬)、
樺木類(樺木屬)、櫻桃木類(李屬)、栗木類(栗屬)、榆木類(榆屬)、桉樹類(桉屬)、
山核桃類(山核桃屬)、七葉樹類(七葉樹屬)、椴木類(椴屬)、槭木類(槭屬)、橡木
類(櫟屬)、懸鈴木類(懸鈴木屬)、楊樹類及白楊樹類(楊屬)、刺槐類(刺槐屬)、鵝
掌楸類(鵝掌楸屬)或胡桃木類(胡桃屬)等非針葉樹類製成者
4412.34--其他，至少有一外層非屬第 4412.33 目所述之非針葉樹類製成者
4412.39--其他，兩外層均由針葉樹類製成者
-其他：
4412.94--窄板條木心板、層積木心板及寬板條木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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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2.99--其他
本節包括：
（1）合板係由三層或多層木材單板膠合熱壓而成，通常每層之木理方向互相垂直；使合板之強度增大及減少收
縮及翹曲。每一張單片稱之為「單板」，合板通常由奇數單板所組成，中間層稱之為「心板」。
（2）單板貼面板，通常以較低級之木材為基底貼上薄單板加壓膠合而成。
以木材以外（例如塑膠板）為基材之材料製成之貼面板亦歸類於此，仍以木材貼面為其基本特性。
（3）類似積層材。本組分成兩類：
一為窄板條木心板、層積木心板及寬板條木心板，由木塊、板條、木條組成厚之心材並膠合在一起，
外層再由單板加以貼面。此種集成材之剛性及強度大，使用時不需骨架或支撐。
另一為芯材由其他材料例如一層或多層之粒片板、纖維板、膠合在一起之廢料、石棉或軟木等材料所
製造。
但是，本節不包括集成樑及桁之大件產品（稱之為「膠合積層材」產品）（第 44.18 節）。
本節之產品不論是否已加工成如第 4409 節所敘述之形式、彎曲加工、波狀加工、穿孔加工，切削或成型呈
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狀，或者不論是否對面、邊或端加工，或塗佈或被覆處理（例如以紡織物、塑膠、油
漆、紙張或金屬）或接受其他任何加工處理，仍然係歸列本節，惟須假設這些加工處理並未賦予這些產品其他
章節物品之主要特性。
本節也涵蓋合板嵌板、單貼面板及類似積層材，作為地板嵌板有些被歸為"拼花地板"，這些嵌板係表面貼
上一層木薄片，以便仿成如一已組成之地板。
下列各項不包括於本節：
（a）由平切積層材取得之貼面用薄板（第 44.08 節）。
（b）多層增密木（第 44.13 節）。
（c）鑲空格子木材嵌板及已組成之地板包括拼花地板或地磚由木塊、木條、木片等組成在一層或多層木材之支
撐物上，被認為多層的拼花地板者（第 44.18 節）。
（d）細工鑲嵌木及鑲嵌木（第 44.20 節）。
（e）能清楚分辨為傢具零件之嵌板（第九十四章）。
。
。。

目註解：
第 4412.10、4412.31、4412.33、4412.34 及 4412.39 目
合板如經表面處理或進一步加工如 44.12 節註解倒數第三段所描述者，仍歸列在這些目裡。

44.13-塊狀、板狀、條狀或成型之增密木。
本節所包括之增密木係經由化學或物理處理，增加其密度，硬度並增加其機械強度及對化學或電之抵抗增
加。增密木可能是實木或是數層膠合在一起；以後者而言，增密木之處理須超過原來膠合層強度。
本節之產品主要有兩種製造方法，浸漬法及壓縮法。兩種製程可能分別或同時進行。
浸漬法通常以熱硬化型塑膠或熱融金屬浸透木材之內部。
熱硬化型塑膠注入法（例如尿素膠或酚膠）時常使用在浸漬容易滲透之膠合板用之極薄單板，不常用於浸
漬實木。
金屬化木材是事先預熱之實心木投入熔融的金屬（例如錫、銻、鉛、鉍及其合金）浴中，並在密閉的容器
中加壓製得。金屬化木材之密度通常超過 3.5 公克/立方公分。
壓縮方法具有緊縮木材細胞之效應；以強力的水蒸汽壓力進行橫向加壓或滾筒之間加壓或在高壓蒸汽鍋內
以高溫作各方向之加壓而完成。增密木之密度可達 1.4 公克/立方公分。
浸漬法及壓縮法也可以同時進行，在高溫高壓下將極薄之木材單板（通常用山毛櫸），以熱硬化型樹脂浸
漬及加壓之情況下產生良好的膠合。
增密木通常應用於製造齒輪、梭、軸承及其他機器零件、螺漿、絕緣器及其他電氣用品，化學工業用容器
等。

44.14-木框，供畫像、相片、鏡子或類似品之用。
本節包含任何形狀及尺寸之木框，不論是從實心木塊切削或是以串珠狀緣飾或型鉋加工者皆屬之。本節之
木框也可能是木飾品或木質鑲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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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木框若裝有背板，支架及平板玻璃仍歸類屬於本節，裝於木框架內之印刷圖畫和照片，當框架賦予其整體
主要特性時，亦歸類於本節；否則此類貨品應歸屬第 49.11 節。
裝有框架之繪畫、素描、粉彩畫、美術拼貼及類似裝飾匾及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在決定其究係按
一整體分類抑或將框架單獨分類，詳見第九十七章章註 5 及第 97.01 及 97.02 節之註解。

44.15-裝貨用之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及類似木製包裝容器；繞纜用木軸；木製墊板、箱
型墊板及其他承壓木板；木製墊板圍框。
4415.10-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或類似容器；繞纜用木軸
4415.20-墊板、箱型墊板及其他承壓木板；墊板圍框。
（Ｉ）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及類似容器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項：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1）木箱，木盒具有堅固的邊，蓋及底，通常用作包裝及運輸之目的。
（2）具有條板邊及開放頂蓋之條板箱、水果或蔬菜箱，盛蛋箱及其他容器（包括裝運玻璃器具，陶瓷產品，機
器等之運搬木箱）。
（3）木盒以平切木片或旋切木片（但非編織木）所做成，用以包裝乳酪，藥製品等；火柴盒（包括帶有磨擦面
者）及陳售奶油，水果之圓錐形開放容器。
（4）木桶及桶狀容器，而非箍桶匠所製之那一類，用作運作乾染料，化學品等。
這些容器可能沒有蓋（「開放式」容器例如箱，條板箱等）。它們可能尚未裝配或已部分裝配，所提供之
一套木材零件足供做成完整容器或具有完整容器實質的特性之不完整的容器。若木材沒有整套，則歸類為鋸製
板或平鉋材、合板等。
列入本節之包裝箱可經簡單釘牢，或用鳩尾榫或其他方法加以連接。亦可裝置鉸鏈、把手、鉤子、腳或角
塊或以金屬，紙張為襯裡等。
用過的木箱，條板箱等尚可再用者，仍歸類於本節，但已不堪使用，而僅可作為燃料之用者除外 （第 44.01
節）。
本節亦將下列各項除外：
（a）第 42.02 節之貨品。
（b）第 44.20 節之首飾盒，箱及類似貨品。
（c）貨櫃，具有特別設計之貨櫃及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第 86.09 節）。

（Ⅱ）繞纜用木軸
繞纜用木軸通常為直徑超過 1 公尺之大軸，用於裝設及運輸電纜、電話線電纜及類似電纜之用。它設計可
滾動以便放電纜線。

（Ⅲ）木製墊板或箱型墊板及其他承壓木板等
承壓板係一種可移動之平台，用於集合某一定數量之貨物組成一個單位再行以機械設施進行運搬、運輸及
貯存。
木製墊板是為叉舉式卡車或墊板式卡車運搬貨物而設計，它由支撐物所分開之兩座平台所組成或由腳座支
撐單平台所構成。箱型墊板具有上層構造最少三面固定，垂直邊能移動或可摺疊並設計為能與雙平台拖板或其
他箱型墊板互相堆積。
平台、柱子平台、繫樑形箱型平台、側欄平台及端欄平台等皆為其他承壓木板之例子。

（Ⅳ）墊板圍框
墊板圍框係由四段木材，其末端通常裝有鉸鏈形成一個構架，放置於墊板上，所組成之圍框。

44.16-各種木製箍桶，琵琶桶、大桶、盆、其他木桶及其零件，包括桶板。
本節專指箍桶業銷售之木製類容器，桶體由桶板所組成，通常桶板之頂及底上有溝槽之加工，用木材或金
屬箍箍住以固定其形狀。
木製桶產品包括各種不同之木製箍桶（盆、琵琶桶、大桶等）不論是緊密的（裝濕貨）或鬆弛的（裝乾貨），
亦包括其他大桶、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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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產品有些未裝配，有些部分已裝配，有時內部經過加裡襯或塗裝。
本節同時包括桶板及其他木製品，不論已完成與否，能辨認為木桶產品之零件者（例如，桶蓋，加工成定
長及端頭處作Ｖ型切削以便裝配之箍木）。
本節亦包括未完成之桶板（桶板木），用於琵琶桶及其他木桶產品之桶邊，蓋，底用之木條。此類桶用木
材如下列之形式：
（1）縱樹幹之髓心木質線方向劈裂之木條，此種刀劈桶板的一邊可能進一步平鋸成主構面，而背面則用斧或刀
加以調整。
（2）鋸製桶板，在兩邊主構面中至少有一面是凹面的或凸面的，其曲面可用圓柱狀鋸加工。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兩邊主構面皆鋸製成平面之木材（第 44.07 及 44.08 節）。
（b）用釘將桶板與桶面及底固定之容器（第 44.15 節）。
（c）木製箍桶等鋸切成家具之用途者（例如桌、椅等）（第九十四章）。

44.17-木製工具、工具之身及柄、掃帚或刷子之身及柄；木製靴楦、鞋楦。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木製工具，除第八十二章章註 1 所列之各項材料所製成之刀片，工作利刃，工作面或其他工作部分之工具
外。
本節之工具包括匙狀小木板（第 44.19 節之廚房用具除外），模型刀，木槌或大槌，耙子，叉子，鏟
子，木台鉗及夾具，砂紙塊板等。
（2）木製工具（例如鉋台，輻刀，弓鋸或類似工具）未裝上金屬工具配件者（刀刃及鐵製工具）。
（3）木製工具柄，不論是否車製，用於工具或各種工具（例如鋤、鏟、耙、鎚、螺絲起子、鋸、銼刀、刀、熨
斗、日期戳或類似之打印器）。
（4）木製掃帚或刷子之木身。含有多件之木材，不論是否成品，但已製成掃帚或刷子頭之具體形狀。這些製品
有時係由多塊木材所組成。
（5）木製掃帚或刷子之柄，不論是否車製或在端頭可供裝配纖維或豬鬃（如漆刷）或供固定在其主體上（例如
掃帚柄）。
（6）木製鞋靴楦（即用於製鞋之模型）及楦頭，不論完成與否，用於保存鞋形或撐大鞋靴。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為製造工具柄而粗略鋸切或削圓之木材（第 44.04 節）。
（b）為製造本節之貨品，僅經鋸製之木材（例如鋸成木塊），尚未加工成該物品胚體之階段者（第 44.07 節）。
（c）桌上用刀、湯匙和叉用之木製柄（第 44.21 節）。
（d）製帽用帽模（第 84.49 節）。
（e）第 84.80 節之木製鑄模等。
（f）機器或機器配件（第八十四章）。

44.18-建築用木工製品及木作成品，包括鑲空格子木板、已組成之地板、木瓦及屋頂板(＋)。
4418.10-窗、落地窗及其窗框
4418.20-門及門框及門檻
4418.40-混凝土營建之板模
4418.50-木瓦及屋頂板
4418.60-柱及樑
- 已組成之地板：
4418.73--竹製或至少頂層(耐磨層)為竹製者
4418.74--其他，馬賽克地板
4418.75--其他，多層地板
4418.79--其他
- 其他：
4418.91--竹製
4418.99--其他
本節應用於木作成品，包括嵌木細工或鑲嵌細工，使用於建造任何建築物；已裝配者或可識別尚未裝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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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榫頭、榫眼、鳩尾榫或其他類似裝配用之接頭製者）；不論是否裝設金屬附件如鉸鏈、鎖等；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細木製品」一詞特別常應用於建築配件（例如門、窗、遮陽百葉窗、樓梯、門或窗框），「木作成品」
歸屬於木製品（諸如樑、椽及屋頂支柱）係供作建築或台架支持，拱門支持等之用，同時也包括混凝土建築物
之板模。但是，合板雖然其表面已處理用作混凝土板模之目的，仍歸類在第 44.12 節。
建造用木作成品亦包括膠合集成材（積層材），由許多平行木理排列之木材膠合後集成之結構用材。彎曲
之集成材則將木材排列之膠合平面與荷重平面呈 90 度；然而，直樑集成材則平放。
本節亦包括「鑲空格子木板」
；此類木板與第 44.12 節註解中所敘述之木塊集成材及地板用條板類似之外觀，
但是其條板或板條形式之心材以平行或以格子方式間隔排列。在某種場合此類木板可能由與內框在邊緣處分離
之面板所組成。中間空隙處可能裝填隔音或防熱材料（例如軟木、玻璃纖維，紙漿，石棉）。面板可能是實木
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或合板，及以非鐵金屬貼面之嵌板（如同第 44.12 節）。此類嵌板較輕但強度大，
主要用於隔板、門中有時用於家具製造上。
本節亦包括實木塊、木條、木片等拼成之地板或地磚（包括拼花地板），不論是否有邊，亦包括已組成之
地板或地磚由木塊、木條、木片等組成在一層或多層木材之支撐物上，被認為多層的拼花木條者。最上層（耐
磨層）通常由兩列或多列木條組成之板。這些板通常在邊有作舌榫或溝槽以便組裝。
「木瓦」是將木材縱向鋸製成一端厚於 5 公厘（厚端）但另一端薄於 5 公厘（尖端）。其可能將木板邊再
鋸成平行；厚端部分再鋸成 90 度或彎曲或其他形狀。板面上有時從厚端至尖端加以砂光或沿著縱向加上溝槽。
「屋頂板」係以手工或機器從短小圓材或木塊所劈裂之木材。由於劈裂之過程而使板面呈現木材之天然紋
理。屋頂板有時會將較厚之板沿縱向鋸開而獲得兩片屋頂板，每片皆有劈裂面及鋸開背。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合板嵌板、單貼面板及類似積層材，作為地板嵌板，這些嵌板係表面貼上一層木薄片，以便仿成如第 44.18
節之已組成之地板（第 44.12 節）。
（b）不論是否有背板之櫃子，縱使其設計為能夠固定在天花板或牆壁者（第 94.03 節）。
（c）組合式建築物（第 94.06 節）。
。
。。

目註解
第 4418.74 目
馬賽克地板用之已組成之地板嵌板係由一些個別之方形或長方形元件及可能含有"寶石凸圓"（小方形、
長方形、三角形、菱形或其他形狀木片為填料以達成預想之形式）之預構板片所組成。這些木條片係按照
特有形式排列，例如方格型，「編籃型」及鯡骨型（見圖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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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木製餐具及廚具。
-竹製：
4419.11--麵包切板、砧板及類似板
4419.12--筷子
4419.19--其他
4419.90- 其他
本節只包括家用木製品，不論是否削圓或是嵌木細工或鑲嵌細工，而具有桌上用木器皿或木廚具之性質。
然而，不包括為裝飾之產品以及家具。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本節包括：湯匙、叉、沙拉用盆；大盤子及侍盤；壺、杯及墊盤；調味罐及其他廚房用容器；麵包屑杓子，可
拆刷子；餐巾掛環；麵棒；食品模；奶酪板；杵；胡桃鉗；盤；碗；麵包板、砧板；碗盤架；廚房用量具。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木箍桶產品（第 44.16 節）。
（b）桌上用木器皿或木廚具之木質配件（第 44.21 節）。
（c）刷及帚（第 96.03 節）。
（d）手用細眼篩（第 96.04 節）。

44.20-細工鑲嵌木及鑲嵌木；木質珠寶箱、切割器具箱或類似品；木雕刻品或其他木質裝飾品
；未列入第九十四章之木製家具。
4420.10-木雕刻品及其他木質裝飾品
4420.90-其他
本節包括細工鑲嵌木及鑲嵌木之板材，包括有部分非木質材料。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同時也包含廣泛種類之木製品（包括細工鑲嵌木或鑲嵌木），通常經過精細加工及良好的塗裝，諸如小飾品之
盒櫃（例如木質珠寶箱盒）；小裝飾品；裝飾物品。縱然這些物品裝有鏡子，但保留其本節所敘述之基本性質
之物品，仍然歸列於本節。類似的產品，本節亦包括全部或部分以天然或組合皮革、紙板、塑膠、織物襯裡之
木製飾品。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瓷漆木盆（中國或日本式樣）；木製箱及盆用於裝刀具，切割器具，科學儀器等；鼻煙盒及可放入口袋、
手提袋或隨身分攜帶之小盒子；文具盒等；針線盒，煙草盒及糖果盒。但是，本節不包括一般之廚房調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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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等（第 44.19 節）。
（2）不同於九十四章（見該章註解）之木質家具物品。本節因此包括外套或帽子架，衣架，辦公室用之文件淺
箱，煙灰缸，筆盒及墨水座。
（3）小雕像、動物、圖案及其他裝飾品。
本節物品之木質配件不歸列於本節（第 44.21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裝樂器或槍之木箱、鞘、箱、盒及類似的容器覆蓋皮革或人造皮革、紙或紙板、橡膠、塑膠板或紡織材料
者（第 42.02 節）
（b）仿首飾（第 71.17 節）。
（c）第九十一章之時鐘箱及其配件。
（d）第九十二章之樂器及其配件。
（e）短刀鞘及短槍套（第 93.07 節）。
（f）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燈座）。
（g）煙斗及其配件、鈕扣、鉛筆及第九十六章之其他物品。
（h）第九十七章之藝術品或古董。

44.21-其他木製品。
4421.10-衣架
-其他：
4421.91--竹製
4421.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不列入或不涵蓋在前述各節或其他組成材料中所分類之物品以外之木製品，無論是以車床或
其他方法加工之木製品或木飾品或木質鑲嵌物（見章註１之例子）。
同時包括涵蓋前述各節所分類之物品中的木質配件，但屬第 44.16 節者除外。
本節包括：
本節貨品係由一般木板、粒片板或類似板、纖維板、集成材或增密木製成之製品。（參見本章章註三）。
（1）纏線用的框，紗綻軸，纏線管，裁縫線捲輪等。此類物品通常將木材車製成圓軸（或圓心），用以纏繞紗
或細線；形狀為圓柱體或圓錐形，一般在中間鑽孔，一邊或兩端有凸緣。本節亦包括纏線管，以木材車製
成中心圓軸，端部再裝釘木材或其他材料，用作捲絕緣電線用。
（2）兔舍、雞籠、蜂箱、鳥籠、狗屋、水槽；家畜用頸箍。
（3）劇院佈景；木匠工作台；專供手工裝訂書籍用的桌子（並附有螺絲釘設計，以扣住交叉線）；梯子及階梯；
支架；字母、路標、圖案；標誌；園藝用標籤牌等；牙籤；棚架及籬笆板；日式拉門；捲簾、活動百葉窗
及其他百葉窗；桶栓；模板；百葉窗用的滾輪；衣架；洗衣板；燙衣板；衣夾；木合釘；櫓槳、划船槳、
船舵；棺木。
（4）長方形邊大小均勻之木製地磚。這些木製地磚是以多片圓鋸機鋸切成大小一致之木塊，邊緣也許會釘上間
隔條以備地磚舖設後膨脹之用。
（5）火柴棒，以劃線方式切削或以常用之平切或旋切木材的方式製造。有時亦可能由單一塊的木材壓切而成。
其可能浸漬化學物質（例如磷酸氨），但是，若具有塗上易燃物之端頭則不歸列於本章內。本節亦包括在
一邊留有鋸齒狀或細長孔的木條，用以製造紙板火柴。
（6）製造火柴棒相同方式製成之木質鞋靴釘或針，然其頂端為圓頂、方形或三角形斷面。它們可代替鐵釘，用
在固定靴及鞋底或根上。
（7）容積量具，第 44.19 節之廚房用量具除外。
（8）桌上用刀、湯匙和叉用之木製柄（第 44.21 節）。
（9）面板是由粗鋸之木條經膠合而成，以利於運輸或日後加工用。
（10）將型鉋木材重疊或放在未經型鉋之木材上加工而成之型鉋木材。（但第 4418 節者除外）。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以製造火柴棒之木條者（第 44.04 節）。
（b）木條形狀之未經塗裝的鞋釘，一邊已削尖兩邊截成斜角，準備切成樁釘者（第 44.09 節）。
（c）第 44.17 節的刀具（餐刀除外）及其他工具或用具之木柄。
（d）第四十六章之物品。
（e）第六十四章之鞋類及其配件。
（f）手杖及手杖之配件、傘或馬鞭（第六十六章）。
（g）第十六類之機器、機械配件及電氣產品（例如第 84.80 節之模造木模）。
（h）第十七類之產品（例如船、獨輪手推車、手推車及其他車輛、車輛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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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數學或繪圖工具，計量用具（容量之量具除外）及第九十章之其他產品。
（k）槍托及武器之其他配件（第 93.05 節）。
（l）玩具、遊戲及運動用品（第九十五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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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ANNEX
特定熱帶樹類之名稱
APPELLATION OF CERTAIN TROPICAL WOODS 1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Abarco
卡林玉蕊木
Abura
毛帽柱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Cariniana pyriformis Miers.

Hallea ciliata Leroy
(Syn. Mitragyna ciliata Aubr.
& Pellegr.)

Hallea rubrostipulata
F. Leroy
(Syn. Mitragyna
rubrostipulata Harv.)

Hallea stipulosa O. Kuntze
(Syn. Mitragyna stipulosa
O. Ktze)

Acacia
相思樹

Acacia auriculiformis A.Cunn.
ex Benth.

Acacia mangium Willd.

Venezuela 委內瑞拉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Bacu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Uganda 烏干達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Zambia 尚比亞

Mivuku
Elolom
Vuku
Bahia
Elelon
Elelom Nzam
Subaha
Abura
Mboi
Nzingu
Mvuku
Nzingu

France 法國

Bahia

Australia 澳洲

Black Wattle,
Brown Salwood
Indonesia 印尼
Mangge Hutan,
Tongke Hutan
Malaysia 馬來西亞
Kayu Safoda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Arr
Thailand 泰國
Kra Thin Tepa

UK 英國
USA 美國
Acajou
d’Afrique
非洲卡雅桃花心木
(卡雅)

Khaya spp.
Khaya ivorensis A. Chev.
(Syn. Khaya klainei Pierre ex
A.Chev.)

Khaya anthotheca C. DC.

Brown
Black
Brown
Black

Salwood,
Wattle
Salwood,
Wattle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Undia Nunu
N’Gollon
Acajou Bassam
Caoba del Galón
Zaminguila
Takoradi Mahogany
Ogwango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Acajou Bassam
Khaya Mahagoni
African Mahogany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N’Dola
Mangona
N’Dola
Acajou Blanc,
Acajou Krala

1 Note :
The third column shows the commercial names used in the exporting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the name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The commercial names in use in the importing countries, when they differ from the pilot-names,
are given in ital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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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Ghana 加納
Uganda 烏干達

Khaya grandifoliola C. DC.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Ahafo
Munyama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Acajou Blanc
Khaya Mahagoni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Acajou à Grandes
Feuilles
Akuk,
Benin Mahogany,
Eri Kire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Adjouaba
阿德蠟燭木

Dacryodes klaineana (Pierre)

Afina
灰鐵青木

Strombosia glaucescens

Afrormosia
非洲柚木

Aielé
非洲橄欖

H. J. Lam
(Syn. Pahylobus deliciosa
Pellegr.)

Engl.

Strombosia pustulata Oliv.
Pericopsis elata Van
Meeuwen
(Syn. Afrormosia elata
Harms)

Canarium schweinfurtii Engl.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Nigeria 奈及利亞

Mouguengueri
Safukala
Assia,
Igaganga,
Ossabel
Poe
Itako,
Otingbo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Obang
Obang
Assamela
Kokrodua
Ole,
Bohala,
Mohole

France 法國

Assamela,
Oleo Pardo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Sierra Leone 獅子山

M’bili
Abel
Gberi
M’bili
Abeul,
Ovili
Bediwunua,
Eyere
Abe
Elemi
Mwafu
Bidikala,
M’bidikala
Billi

UK 英國

Canarium

Ghana 加納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Aiéouéko
大鱈蘇木
Akak
阿卡可
Ako
非洲箭毒木

Acajou à Grandes
Feuilles
Heavy African
Mahogany

Dimorphandra spp.
Duboscia viridiflora
(K.Schum.) Mildbr.

Antiaris toxicaria subsp.
Angola 安哥拉
africana (Engl.) C.C.Berg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Syn. Antiaris africana Engl.)
Ghana 加納

－668－

Sansama
Ako,
Akede
Chenchen,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Akossika
斯科大風子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Antiaris toxicaria subsp.
welwitschii (Engl.)
C.C.Berg.
(Syn. Antiaris welwitschii
Engl.)

Scottellia spp.
Scottellia coriacea A. Chev.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Kyenkyen
Nigeria 奈及利亞
Oro,
Ogiovu
Tanzania 坦桑尼亞
Mlulu,
Mkuzu
Uganda 烏干達
Kirundu,
Mumak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Bonkonko,
Bonkongo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Antiaris
Antiaris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Ngobisolo
Kelembicho
Bilogh-Bi-Nkele
Koroko,
Kruku
Korokon
Odoko

Germany 德國
Italy 義大利
UK 英國

Odoko
Odoko
Odoko
Alan-Batu,
Red Selangan,
Meraka,
Selangan Merah,
Alan-Paya
Omang
Benga
Alep
Kowo
Benga
Almácigo,
Almácigo Blanco,
Chacaj Chaca-Jiote,
Desnudo,
Gumo-Limbo,
Indio Desnudo,
Indo Desnudo,
Jiñocuave

Alan
亞蘭巴杜柳桉

Shorea albida Sym.

Malaysia 馬來西亞

Alep
阿勒皮頁

Desbordesia glaucescens A.

Almácigo
苦木裂欖

Bursera simaruba (L.) Sarg.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Nigeria 奈及利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lmendrillo
二翅豆木
Alumbi
幾內亞格木

Chev. ex Hutch. & Dalziel

Taralea oppositifolia Aubl.
(Syn. Coumarouna
oppositifolia (Willd.)Taub.)
Julbernardia seretii Troupin
(Syn. Berlinia seretii De

France 法國

Bois d'encens,
Chiboue,
Chique,
Gommier blanc

UK 英國

Gum tree,
Mexican White Beach,
Turpentine Tree,
West Indian Birch
Cumaru Rana, Shihuahuaco,
Tarala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Wild.)

－ 669 －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Amapa
柏氏飽食桑
Amapola
阿馬波拉木
Amberoi
翅子樹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Brosimum parinarioides

Brazil 巴西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Amapá Doce

Ducke

Pseudobombax ellipticum
(Kunth) Dugand

Pterocymbium beccarii K.

Indonesia 印尼

Schum.
Malaysia 馬來西亞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Amourette
圭亞那乳桑

Brosimum guianense (Aubl.)
Huber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ndira
福壽木

Andira spp.

Andiroba
蟹木

Carapa guianensis Aubl.
Carapa procera DC.

UK 英國
Brazil 巴西

Kelumbuk,
Papita
Melembu,
Teluto,
Keluak
Sawbya
Taluto
Oi-chang,
Po-ikeng,
Po-kradang
Lettre Mouchete,
Mourette
Cashiba Playa,
Waira Caspi
Belokoro,
Peni-Paia,
Poevinga
Palo de Oro

Snakewood
Acapurana,
Almendo de Rio,
Andira Uchi,
Angelim
Colombia 哥倫比亞
Congo
Ecuador 厄瓜多
Moton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aint Martin Rouge
Guyana 蓋亞那
Bat Seed,
Koraro
Mexico 墨西哥
Maquilla
Peru 秘魯
Quinillo Colorado
Suriname 蘇利南
Rode Kabbes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Angelin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Sarrapio Montanero
Brazil 巴西
Andiroba,
Carapa,
Andirobeira,
Andiroba Branca,
Andiroba Vermelha
Colombia 哥倫比亞
Masabalo,
Mazabalo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Cedro Bateo,
Cedro Macho
Ecuador 厄瓜多
Tangare,
Figueroa
Guyana 蓋亞那
Crabwood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Carapa
Honduras 宏都拉斯
Bastard Mahogany,
Cedro Macho
Panama 巴拿馬
Cedro Bateo,
Cedro Macho
Suriname 蘇利南
Krappa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Crappo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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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ndoung
亞東

Monopetalanthus spp.

Gabon 加彭

Monopetalanthus coriaceus
Morel

Monopetalanthus durandii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rapa,
Masabalo
Andjung,
Andoung de heitz,
Ekop,
Ekop-mayo,
N'Douma,
Zoele

Hallé & Normand

Monopetalanthus hedinii
(A.Chev.) Aubrev.

Monopetalanthus heitzii
Pellegr.

Monopetalanthus letestui
Pellegr.
Angelim
大膜瓣豆

Hymenolobium spp.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Angelim
rajado
大理石豆木

Marmaroxylon racemosum

Brazil 巴西

(Ducke) Killip.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Angelim
vermelho
異味豆木

Dinizia excelsa Ducke

Brazil 巴西

Angueuk
安古尤克

Ongokea gore Pierre

Guyana 蓋亞那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Aniégré
(Aningré)
阿林山欖

Aningeria spp.
Aningeria robusta Aubr. &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Angola 安哥拉

Pellegr.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Aningeria altissima Aubr. &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Pellegr.
(Syn. Sideroxylon altissimum

Ethiopia 衣索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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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im Amarelo,
Angelim da Mata,
Angelim Pedra,
Angelim Rosa,
Mirarena,
Sapupira Amarella
Saint Martin Gris,
Saint Martin Jaune
Makkakabes,
Saandoe
Angelim Rajado,
Ingarana da Terra
Firma,
Ingarana,
Bois Serpent
Snakewood
Bostamarinde
Sneki Oedoe
Angelim Falso,
Angelim Ferro,
Angelim Pedra,
Faveira Grande,
Faveira Preta,
Gurupa,
Parakwa
Andjek,
Angueuk
Kouero
Andjek,
Angueuk
Boleko
Mukali,
Kali
M’Boul
Mukali,
N’Kali
Aningueri blanc,
Aniegre
Kararo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Hutch. & Dalz.)

Pouteria superba A.Chev.
(Syn. Aningeria superba
A. Chev.
Syn. Malacantha superba
Verm.)

Chrysophyllum giganteum
A.Chev
(Syn. Gambeyobotrys
gigantea (A.Chev)
Aubrev.)
Apobeaou
長籽山欖
Araribà
阿拉利巴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Kenya 肯亞
Muna,
Mukangu
Nigeria 奈及利亞
Landojan
Uganda 烏干達
Osan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Tutu

Germany 德國
Italy 義大利
UK 英國

Breviea leptosperma
(Baehni) Heine
Centrolobium spp.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Panama 巴拿馬
Paraguay 巴拉圭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risauro
瓦泰豆木

Vatairea guianensis Aubl.

Brazil 巴西

Aromata
短瓣龍骨豆木

Clathrotropis macrocarpa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ssacù
沙箱樹

Hura crepitans L.

Ducke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Guyana 蓋亞那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ssas
露兜樹
Avodiré
非洲杜花楝

Aningré-Tanganyika
Nuss
Tanganyika Nuss Aningeria

Ararauba,
Ararauva
Guayacan Hobo,
Balaustre
Amarillo Guayaquil
Amarillo Guayaquil
Morosimo
Balaustre,
Guayacan Hobo
Amargoso,
Gele Kabbes,
Inkassa,
Yonko
Alma negra,
Cabari,
Sapan,
Timbo Pau,
Timbo Rana
Ochoco
Assacu
Ceiba Lechosa
Habillo
Sandbox
Bois du Diable,
Sablier
Catahua
Possentrie,
Possum,
Ura Wood
Ceiba Habillo,
Jabillo

USA 美國

Possumwood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Avodiré
Apapaye
Blimah-Pu
Apaya
M’Fube,
Lusamba

Belgium 比利時

Lusamba

Bridelia aubrevillei Pellegr.
Turraeanthus africana
Pell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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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Awoura
蘆園

Ayous
(Obéché)
白梧桐

Azobé
非洲紅鐵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Julbernardia pellegriniana

Cameroon 喀麥隆
Troupin
Gabon 加彭
(Syn. Paraberlinia bifoliolata
Pellegr.)

Triplochiton scleroxylon
K. Schum.

Lophira alata Banks ex
Gaertn.
(Syn. Lophira procera
A. Chev.)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Zebrali
Zebrali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Ayous
M’Bado
Samba
Ayus
Wawa
Arere,
Obeche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USA 美國

Samba,
Abachi
Wawa
Obeche or Samba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Bongossi
Bonkolé
Azobé
Akoga
Akoga
Kaku
Ekki,
Eba
Hendui

Sierra Leone 獅子山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Balata
pomme
南美星蘋果

Chrysophyllum
sanguinolentum (Pierre)

Balau red
巴杜柳桉

Shorea spp.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Ekop-Beli
Awoura,
Beli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Baehni

Indonesia 印尼

Shorea balangeran (Korth.) Burck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collina Ridl.
Shorea guiso Blume
Shorea inaequilateralis Sym.
Shorea kunstleri King
Shorea ochrophloia
Strugnell ex Desch.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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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kole,
Bongossi
Ekki
Assopokballi,
Balata Pommier,
Balata Saignant,
Barataballi,
Bois Cochon,
Suitiamini
Belangeran,
Balau Merah
Balau Laut Merah,
Damar Laut Merah,
Balau Membatu,
Balau Merah,
Red Selangan Batu,
Membatu,
Seri,
Selangan Batu Merah,
Seraya Sirup,
Selangan Batu No. 1,
Sengawan,
Semayur,
Empenit-Meraka
Guijo,
Gisok
Makata,
Chankhau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Balau yellow
黃柳桉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horea spp.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Red Balau
Red Balau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Sal
Bangkirai,
Agelam,
Benuas,
Brunas,
Selangan batu,
Kumus,
Kedawang,
Pooti
Damar laut
Kumus,
Sengkawan Darat,
Balau Kumus,
Balau Simantok,
Selangan Batu No.1,
Selangan Batu No.2
Thitya
Yakal,
Gisok,
Malaykal
Chan,
Ak or Aek,
Pa-Yom Dong

Shorea argentea
C.F.C. Fisher

Shorea atrinervosa Sym.
Shorea balangeran (Korth.) Burck
Shorea barbata Brandis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ciliata King
Shorea exelliptica W. Meijer
Shorea foxworthyi Sym.
Shorea gisok Foxw.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Shorea glauca King
Thailand 泰國

Shorea laevis Ridl.
Shorea laevifolia (Parijs.)
Endert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Balau
Balau,
Selangan Batu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Ecuador 厄瓜多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Guatemala 瓜地馬拉
Honduras 宏都拉斯

Tami
Pau de Balsa
Lanu
Balsa
Balsa
Algodon
Lanilla
Guano,
Balsa
Gatillo

Shorea materialis Ridl.
Shorea maxwelliana King
Shorea obtusa
Wall. ex Blume

Shorea roxburghii G. Don
Shorea seminis V. Sl.
Shorea submontana Sym.
Shorea sumatrana Sym.
Shorea scrobiculata Burck

Balsa
輕木

Shorea superba Sym.
Ochroma lagopus Sw.
Ochroma pyramidale (Cav.
ex Lam.) Urb.

Nicaragua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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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Balsamo
香脂木豆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Myroxylon balsamum Harm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eru 秘魯
Balsa,
Topa,
Palo de Balsa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Bois flot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Balso
Mexico 墨西哥
Arbol del Bálsamo,
Bálsamo,
Bálsamo de Perú o de Tolu
Myroxylon
Peru 秘魯

Baumier du Pérou
France 法國
Bangawanga
鈍棱豆木

Amblygonocarpus
andongensis Exell & Torre
(Syn. Amblygonocarpus
obtusangulus (Oliv.)
Harms)

Baromalli
奧氏垂冠木棉

Catostemma fragrans Benth.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Basralocus
雙柱蘇木

Dicorynia guianensis

Brazil 巴西

Amshoff & Vouacapou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Batai
摩鹿加合歡

Paraserianthes falcataria (L.) Philippines 菲律賓
I.C.Nielsen
(Syn. Albizia falcataria (L.)
Fosberg)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UK 英國
Batibatra
尚氏象耳豆木

Enterolobium schomburgkii

Benuang
臭酸仔

Octomeles sumatrana Miq.

Bété
(Mansonia)
曼森梧桐

Mansonia altissima A. Chev.

Benth.

Brazil 巴西

Arenillo,
Baramalli,
Baraman,
Baramanni,
Flambeau Rouge,
Kajoewaballi
Angelica do Para,
Tapainuna
Angelique
Basralokus,
Barakaroeballi
Falcata,
Moluccan sau
Jeungjing,
Sengon laut,
Sikat
Batai,
Kayu machis,
Puah

Indonesian albizia

Batibatra,
Fava de Rosca,
Fava Orelha de Macaco,
Fava Orelha de Negro,
Timbauba,
Timboran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Acacia Franc,
Bougou Bati Batra Tamaren
Suriname 蘇利南
Prokoni
Indonesia 印尼
Benuang,
Binuang Bini,
Winuang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Erima,
Irima,
Ilimo
Philippines 菲律賓
Binuang
Cameroon 喀麥隆
Koul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été
Ghana 加納
Apr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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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Bilinga
比林加木
(狄氏黃膽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Nauclea diderrichii Merr.
(Syn. Sarcocephalus
diderrichii De Wild.
Syn. Nauclea trillesii Merr.)
Nauclea xanthoxylon
(A.Chev.) Aubrév.
(Syn. Sarcocephalus
xanthoxylon A. Chev.)

Nauclea gilletii De Wild.
Merr.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Nigeria 奈及利亞
Ofun
Angola 安哥拉
Engolo
Benin 貝南
Opepe
Cameroon 喀麥隆
Akondoc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Kilu
Congo 剛果
Linzi,
Mokesse,
N’Gulu-Maz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adi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Bonkingu,
N’Gulu-Maza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Aloma
Ghana 加納
Kusia
Gabon 加彭
Bilinga
Nigeria 奈及利亞
Opepe
Sierra Leone 獅子山
Bundui
Uganda 烏干達
Kilingi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Billian
婆羅洲鐵木

Eusideroxylon zwageri

Bintangor
瓊崖海棠

Calophyllum spp.

Bitis
紫荊木
Bodioa
科特迪瓦

Madhuca spp.

Bois rose
femelle
毛洋槐
Bomanga
歐克紋

Teijsm. & Binn.

Indonesia 印尼

Onglen,
Un
Philippines 菲律賓
Tambulian
Indonesia 印尼
Bintangur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Vintanina
Malaysia 馬來西亞
Bintangor,
Penaga
Myanmar 緬甸
Sultan Champa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亞
Tamanou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Calophyllum
Philippines 菲律賓
Bansanghal,
Vutalau
New Caledonia 所羅門群島
Koila
Sri-Lanka 斯里蘭卡
Domba-Gass
Thailand 泰國
Poon
Vietnam 越南
Cong,
Mu-u
Vanuatu 萬那杜
Tamanou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Belian,
Betis

Anopyxis klaineana Pierre ex
Engl.
(Syn. Anopyxis ealaensis
(De Wild) Sprague)
Aniba rosaeodora Ducke
(Syn. Aniba duckei Kosterm.)

Brazil 巴西

Pau-Rosa

Brachystegia laurentii Louis.

Cameroon 喀麥隆

Brachystegia mildbraedii

Congo 剛果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Ekop-Evene,
Ekop-Leke
Bomanga
Bomanga,
Nzang
Yegna

Brachystegia zenkeri Harms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Ariella
Ariella

Guarea cedrata Pellegr.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Bossé
Kwabohoro

Harms
(Syn. Brachystegia nzang
Pellegr.)

Bossé clair
白加利亞

Aloma
Op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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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Bossé foncé
暗博塞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Guarea laurentii De Wild.

Guarea thompsonii Sprague
& Hutch.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Nigeria 奈及利亞
Obobo Nofu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Bosasa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Bossé
Scented Guare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Kenya 肯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Mutigbanaye
Bolon
Obobo Nekwi
Diampi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Diampi
Black Guarea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Botong
伯筒
Breusucuruba
巴西特拉橄欖

Barringtonia asiatica (L.)
Trattinickia spp.

Brazil 巴西

Bubinga
姆敏加木

Guibourtia spp.

Cameroon 喀麥隆
Gabon 加彭

Fish Poison Tree,
Sea Poison Tree
Amesclão,
Breu Preto,
Mangue,
Morcegueira,
Ulu
Essingang
Buvenga

UK 英國

Kevasingo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arinari
Fongouti Koko,
Gaulette Blanc,
Gris-Gris Blanc
Broad-Leaved Burada,
Burada,
Candlewood,
Kupisini,
Mahaicaballi,
Makarai,
Wamuk,
Wamuku
Behoerada,
Foengoe,
Koebesini
Guaray,
Merecurillo
Burmese Ebony,
Hpunmang,
Maimakho-Ling,
Mia-Mate-Si,
Te
Ching-Chan,
Ket-Daeng

Kurz.

Guibourtia demeusei
(Harms) J. Léon.

Guibourtia pellegriniana
J. Léon.

Guibourtia tessmannii
(Harms) J. Léon.
Burada
布拉達木

Parinari campestris Aubl.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Burmese
Ebony
波密斯黑檀

Diospyros burmanica Kurz.

Myanmar 緬甸

Burmese
Rosewood
波密斯玫瑰木
Busehi
布塞易木
Cabreùva
巴西壇木

Dalbergia oliveri Gamble ex

Myanmar 緬甸

Prain

Lebrunia bushaie Staner
Myrocarpus frondosus Allem.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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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reùva Parda,
Ibirà,
Incienso,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Cachimbo
卡欽布木
Cambara
(Jaboty)
軸狀獨蕊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Oleo de Caboreiba,
Oleo de Macaco,
Oleo Pardo,
Pagé,
Payò

Cariniana decandra Ducke
Erisma spp.

Brazil 巴西

Erisma uncinatum Warm.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analete
破布木

Cordia spp.

Canelo
綠心樟

Nectandra spp.
Ocotea spp.

Canelón
庫德隆
Capomo
滴羅木
Caracoli
腰果木

Quarubarana,
Jaboty,
Cedrinho,
Cambara,
Quarubatinga,
Quaruba,
Vermelha
Jaboty,
Manonti Kouali,
Felli Kouali
Cambara
Singri-Kwari
Mureillo

Germany 德國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Cuba 古巴

Cambara
Loro Negro
Louro Pardo
Canalete
Anacahuite,
Baria
Mexico 墨西哥
Amapa Asta,
Bocote,
Cupane,
Siricote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analete
Brazil 巴西
Louro
Louro Branco,
Louro Inhamui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Aguacatillo
Laurel
Colombia 哥倫比亞
Amarillo
Laurel,
Ecuador 厄瓜多
Canelo Amarillo,
Jigua Amarillo
Tinchi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Cedre Apici
Guyana 蓋亞那
Kereti-Silverballi
Peru 秘魯
Moena Amarilla
Suriname 蘇利南
Pisi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Laurier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Laurel

Aniba guianensis Aubl.
Brosimum alicastrum Sw.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nacardium excelsum

Brazil 巴西

Skeels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Nicaragua 尼加拉瓜
Venezuela 委內瑞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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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o,
Ramón
Caju Assu,
Caju da Matta
Caracoli
Maranon
Espavel
Caracol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Castanheiro
Para
紅錐巴拉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Bertholletia excelsa Humb. &
Bonpl.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stanha-do-Brasil,
Castanha-do Pará,
Castanheira
Canstana do Brasil,
Canstana do Pará, Castaña,
Castanha-do-Maranhao,
Nuez del Brasil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Castanopsis
栲
Catiguà
巴西海木
Cativo
卡地波木

Castanopsis spp.
Trichilia catigua A. Juss.
Prioria copaifera Griseb.

Colombia 哥倫比亞

Suriname 蘇利南

Cativo,
Trementino
Amasamujer
Copachu
Cativo,
Camibar
Cativo
Muramo,
Curucai
Cedro
Cedrat,
Cedro
Red Cedar
Cedro,
Cigarbox
Ceder

Guyana 蓋亞那

Warimia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Bawe
Odou,
Odou Vrai
Balze
Bolunde,
Diania,
Kayombo
Edou,
Kiliakamba
Asan,
Ba,
Lohonfe
Engo,
Celtis,
Esa-Kokoo,
Esa-Kosua
Shiunza
Lokonfi
Dunki,

Costa-Rica 哥斯大黎加
Panama 巴拿馬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edro
南美香椿

Cedrela spp.
Cedrela angustifolia DC.
(Syn. Cedrela lilloi C. de
Candolle)

Cedroi
洋椿
Celtis
d'Afrique
(Diania,
Ohia)
朴樹

Châtaigne du brésil,
Noix du brésil
Noix du pará
Brazil nut,
Butter nut,
Cream nut,
Para nut

Cedrela fissilis Vell.
Cedrela odorata L.
Tapirira spp.
Tapirira guianensis Aubl.
Celtis spp.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Honduras 宏都拉斯

Celtis adolfi-friderici Engl.
Celtis brieyi De Wild.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Celtis gomphophylla Baker (Syn.
Celtis durandii Engl.)
Congo 剛果
Celtis mildbraedii Engl.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Celtis tessmannii Rendle
Celtis zenkeri Engl.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Kenya 肯亞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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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Uganda 烏干達

Cerejeira
巴西木豆

Amburana cearensis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Celtis
Red-Fruited WhiteStinkwood

Argentina 阿根廷

Roble Criollo,
Roble del País,
Roble,
Palo Trébol,
Trébol
Roble Americano Amburana,
Cerejeira,
Cumarú de Cheiro, Umburana
Trébol
Ishipingo,
Sorioco

(Allemão) A. C. Sm.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hampak
南洋烏心石

Michelia spp.
(Syn. Magnolia spp.)

Checham
車臣木
Chengal
橡果木

Metopium brownei Roxb.

Chicha / Xixa
褐蘋婆

Sterculia spp.

Balanocarpus heimii King.

Sterculia apetala (Jacq.)
Karst.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Ita,
Zuwo
Ekembe-Bakaswa,
Namanuka

Paraguay 巴拉圭
Peru 秘魯
Myanmar 緬甸

Saga,
Sagawa,
Sanga
Philippines 菲律賓
Hangilo,
Sandit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中南美 Caribbean Rosewood
洲
Black Poisonwood
Indonesia 印尼
Penak-Bunga,
Penak-Sabut,
Penak-Tembaga
Malaysia 馬來西亞
Chengal
Thailand 泰國
Takian Chan
Bolivia 玻利維亞
Mani
Brazil 巴西
Achicha,
Chicha,
Tacacazeiro
Colombia 哥倫比亞
Camajura
Cuba 古巴
Anacaguita
Ecuador 厄瓜多
Cacao de Mote,
Sapote,
Saput,
Zapote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Kobe
Guyana 蓋亞那
Maho
Mexico 墨西哥
Bellota,
Chiapas
Peru 秘魯
Huarmi-Caspi,
Zapote Silvestre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Anacaguita
Suriname 蘇利南
Jahoballi,
Kobehe,
Okro-Oedoe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Mahoe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amoruco,
Mayagua,
Sun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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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Cocobolo
可可波羅
Comino
Crespo
安尼樟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Dalbergia retusa Hemsl.

Aniba Perutilis Hemsl.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Peru 秘魯

Congotali
萊特山欖
Copaiba
香脂樹

Letestua durissima Lecomte
Copaifera spp.

UK 英國

Keriti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Congotali
Kong-Afane
Timbo-y-Ata
Copaibarana,
Copahyba
Canime,
Copaiba
Cabino Blanco,
Camiba
Cabimo,
Palo de Aceite
Ebais,
Ebe
Sumba
Makobokobo, Mringamringa,
Mringaringa,
Mukumari
Auhi,
Awhi,
Ekhi
Ebais,
Ebe
Omo
Mukebu

Colombia 哥倫比亞
Panama 巴拿馬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ordia
d’Afrique
破布子

Cordia spp.

Cameroon 喀麥隆

Cordia africana Lam.
(Syn. Cordia abyssinica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R. Br.
Syn. Cordia holstii Gürke ex
Engl.)
Ethiopia 衣索比亞

Cordia millenii Baker
Cordia platythyrsa Baker

Gabon 加彭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UK 英國

Coula
Coula edulis Baill.
可樂木
Crabwood d’Afrique Carapa spp.
大花油楝
Carapa grandiflora Sprague

Coto,
Coto Piquiante
Laurel Amarelo,
Pau Rosa
Aceite de Palo,
Caparrapi,
Chachajo,
Comino,
Comino Canelo,
Comino Real,
Laurel Comino,
Punte
Comino,
Ishpingo Chico,
Moena Amarilla,
Muena Negro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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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Cordia,
East African cordia,
Large-leafed cordia,
Sudan teak

Alla,
Dona
Bete,
Krupi
Toon-kor-dah
Agogo
Gob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Cristobal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granadillo
Donn. Sm.
克里斯托瓦爾格拉納
迪木
Cumaru
Dipterxy spp.
香二翅豆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Uganda 烏干達

Kowi
Mujogo,
Mutongana

USA 美國
UK 英國

African Crabwood
African Crabwood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Jacaranda do brejo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lmendrillo
Cumaru,
Cumaru Ferro,
Cumarurana
Sarrapia
Kumaru,
Tonka Bean
Gaiac de Cayenne,
Tonka
Ebo
Charapilla,
Shihuahuaco Amarillo
Koemaroe,
Tonka
Sarrapia
Cachaceiro,
Copiuva,
Cupiuba
Chaquiro,
Saino,
Sapino
Goupi
Copi,
Kabukalli
Capricornia
Koepi
Congrio Blanco

UK 英國

Kabulalli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ngico,
Cebil,
Huilco,
Vilca,
Wilco
Atui
N’Singa
Dabema
Tom
Toum
Dahoma
Mbeli
Agboin,
Ekhimi
Mpewere
Mbele,
Guli
Bokungu,
Likundu

Colombia 哥倫比亞
Guyana 蓋亞那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Honduras 宏都拉斯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Cupiuba
圭吧爾毛木

Goupia glabra Aubl.

Venezuela 委內瑞拉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Curupay
大果孔雀豆

Anadenanthera colubrina

Dabéma
腺瘤豆

Piptadeniastrum africanum

(Vell.) Brenan

Brenan
(Syn. Piptadenia africana
Hook. f.)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Sierra Leone 獅子山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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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Dibétou
非洲胡桃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Lovoa spp.
Lovoa brownii Sprague
Lovoa swynnertonii Baker f.

UK 英國

Dahoma,
Ekhimi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Bibolo
Dibétou
Nivero,
Embero
Eyan
Dubini-Biri,
Mpengwa
Mukongoro
Mukusu
Apopo,
Sida,
Anamenila
Wnaimei
Lifaki-Maindu,
Bombulu
Nkoba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ovoa trichilioides Harms
(Syn. Lovoa klaineana

Kenya 肯亞

Pierre)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Uganda 烏干達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USA 美國

Difou
熱非桑木

Morus lactea Mildbr.

Portugal 葡萄牙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Morus mesozygia Stapf

Divida
鴻溝木
Djohar
鐵刀木

Scorodophloeus zenkeri

Douka
(Makoré)
杜卡木

Tieghemella spp.

Noyer d’Afrique,
Noyer du Gabon
African Walnut,
Tigerwood
Tigerwood, Uganda
Walnut
Congowood
Chocobondo
Mûrier du Sénégal
East African mulberry,
African mulberry,
Uganda mulberry

Harms

Senna siamea (Lam.)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Bombay Blackwood,
Iron Wood,
Kassod Tree,
Siamese Senna,
Thailand Shower,
Yellow Cassia

France 法國

Casse de Siam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Makoré
Baku,
Abacu
Okola
Douka

H.S.Irwin & Barneby.
(Syn. Cassia siamea (Lam.)
H.S.Irwin & Barneby)

Tieghemella africana Pierre
(Syn. Dumoria africana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Dubard)

Tieghemella heckelii Pierre

Doussié
非洲緬茄

ex Dubard
(Syn. Mimusops heckelii
Hutch. & Dalz.)
Afzelia africana Smith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Afzelia pachyloba Eggeling & Dale
Afzelia bipindensis Harms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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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okongo Uvala
M’Banga,
Doussié
N’Kokongo
Lingue,
Azodau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yn. Afzelia bella Harms)

Afzelia cuanzensis Oliv.

Drago
龍血樹

Pterocarpus officinalis Jacq.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Ghana 加納
Papao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Mussacossa,
Chanfuta
Nigeria 奈及利亞
Apa,
Aligna
Senegal 塞內加爾
Lingue
Sierra Leone 獅子山
Kpendei
Tanzania 坦桑尼亞
Mkora,
Mbembakofi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Bolengu

Germany 德國
Portugal 葡萄牙
UK 英國
USA 美國

Afzelia
Chafuta
Afzelia
Afzelia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Lagunero,
Pallo de Poyo,
Sangre,
Sangre de Drago, Sangrillo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Duabanga
卜寬樹

Duabanga grandiflora

Dukali
杜卡利
Durian
榴槤

Parahancornia fasciculata

Ebène
d'Afrique
(Ebène
Madagascar)
非洲黑檀

(Roxb. ex DC.) Walpers

(Poir.) Benoist
Durio spp.

Mangle-médaille,
Mangle-rivière
Palétuvier,
Sang-dragon
Blood-wood,
Dragon's-blood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Lampati Ramdala
Kalam
Magas,
Magaswith,
Phay-Sung,
Tagahas
Myanmar 緬甸
Myaukngo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Duabanga
Philippines 菲律賓
Loktob
Thailand 泰國
Linkwai
Vietnam 越南
Phay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Durian
Apa-Apa,
Bengang,
Durian,
Durian Isa,
Punggai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Durion
Durian

Diospyros spp.

Benin 貝南

Diospyros crassiflora Hiern.
(Syn. Diospyros evila

Cameroon 喀麥隆

Cubaga,
Ebène
Epinde-pinde,
Mavini,
Mevini,
Ndou
Bingo,
Ngoubou

Pierre ex A.Chev.)

Diospyros perrieri Jum.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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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ongo 剛果
Mopini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Ébano
Gabon 加彭
Evila
Nigeria 奈及利亞
Abokpo,
Kanran,
Nyareti
Osibin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Afrikanisches Ebenholz
African ebony, Madagascar
ebony

Ebène noire d’Asie Diospyros ebenum J. Koen.
亞洲黑檀木
Diosyros vera (Lour.)
A.Chev.
(Syn. Diospyros ferrea Willd.)

Diospyros melanoxylon
Roxb.

Diospyros mollis Griff.
Diospyros mun A.Chev. &
Lecomte
Ebène
veinée d’Asie
亞洲烏木

Diospyros celebica Bakh.
Diospyros marmorata
R.Park.

Ebiara
貝利木

Diospyros rumphii Bakh.
Berlinia bracteosa Benth.
Berlinia confUSA 美國 Hoyle.
Berlinia grandiflora Hutch. &
Delz.

Ekaba
二卜葉四鞋木

Tetraberlinia spp.
Tetraberlinia bifoliolata
(Harms) Hauman
(Syn. Berlinia bifoliolata
Harms)

Tetraberlinia tubmaniana
J. León.

Ekoune
凹果荳蔻木

Coelocaryon preussii Warb.

Angola 安哥拉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M’possa
Bagbe
Abem,
Essabem
Congo 剛果
M’Poss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Côte M’Possa
d’Ivoire 象牙海岸
Melegba,
Pocouli
Gabon 加彭
Ebiara
Ghana 加納
Berlinia
Nigeria 奈及利亞
Ekpogoi
Sierra Leone 獅子山
Sarkpei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Berlinia
Berlinia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Liberia 賴比瑞亞

Ekop-Ribi
Eko-Andoung
Ekop
Ekop-Andoung
Hoh,
Sikon

Germany 德國
Netherlands 荷蘭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Ekop
Ekop
Ekaban
Tetraberlinia

Cameroon 喀麥隆

Nom Et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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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Emien
伊米思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Alstonia boonei De Wild.
Alstonia congensis Engl.
(Syn. Alstonia gilletii
De Wild.)

Essessang
厄氏喬蓖麻木

Ricinodendron spp.
Ricinodendron africanum
Müll. Arg.

Ricinodendron heudelotii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Kolomeko
Congo 剛果
Kikubi-Lomb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omba-Kumbi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Ekoune,
Ekun
Gabon 加彭
Ekoune,
Ekun
Nigeria 奈及利亞
Egbenrin
Nigeria 奈及利亞
Awun,
Egbu
Uganda 烏干達
Mubajangalabi,
Mujua,
Mukoge,
Musoga

UK 英國

Alstonia,
Pattern wood,
Stool wood

Benin 貝南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Togo 多哥

Muawa
Erimado
Erimado
Erimado
Muawa
Erimado

UK 英國

African Nut Tree,
African Wood,
African Wood-Oil Nut Tree,
Cork Wood
Esia

Pierre ex Henckel

Ricinodendron rautanenii
Schinz.
Essia
風車果

Essoula
西非茜草
Etimoé
西非香脂

Petersianthus macrocarpus
Liben
(Syn. Petersia africana
Welw.)
Plagiostyles africana Prain
ex De Wild.
Copaifera mildbraedii Harms

Copaifera salikounda Heckel

Eveuss
加蓬熱非黏木

Klainedoxa buesgenii Engl.
Klainedoxa Gabon 加彭 ensis
Pierre ex Engl.

UK 英國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Evino
牡荊

Vitex ciliata Pelle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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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paflo
Essak
Bilombi
Yama
Etimoé
Bofelele
Andem-Evine
Entedua
Ovbialeke
Ngon
Oboro
Kuma-kuma
Kroma
Ikele,
Kuma-kuma
Eves
Eveuss
Kruma
Odudu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Eyek
艾可
Eyong
蘋婆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Vitex pachyphylla Baker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achyelasma tessmannii
Harms

Eribroma oblongum Pierre ex
A.Chev.
(Syn. Sterculia oblonga
Masters)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Eyoum
摘亞木

UK 英國

White Sterculia,
Yellow Sterculia

Dialium spp.

Cameroon 喀麥隆

Dialium bipindense Harms.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Mfang,
M’Fan
Penzi
Afambeou,
Kofina
Eyoum,
Omvong
Pau Veludo
Ciania,
Gbelle-Flu,
Gia Kaba
Ziba
Bongola,
Kasudu
Jatin
Nsou
Singa N'Dola
Faro
Bolengu
N'Su
Lonlaviol
Ogea
Oziya
Gnessi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Daniellia
Ogea

Brazil 巴西

Fava Araba Tucupi,
Fava Bolota,
Faveira,
Parica,
Visgueiro
Huarango,
Rayo
Tangama
Dodomissinga,
Kouatakaman
Black Manariballi,
Ipanai,
Uya
Goma Pashaco

Dialium dinklagei Harms.
Gabon 加彭

Dialium aubrevillei Pellegr.
Dialium pachyphyllum

Guinea-Bissau 幾內亞比索
Liberia 賴比瑞亞

Harms.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Faro
乳香黃連木

Daniellia spp.
Daniellia klainei Pierre
Daniellia ogea Rolfe
Daniellia thurifera Bennet

Faveira
瓦泰豆

Bongele,
Eyong
Bongo
Bi
N’Chong,
N’Zong
N’Chong,
N’Zong
Ohaa
Okoko

Parkia multijuga Benth.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Peru 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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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Faveira
Amargosa
瓦泰豆木

Vatairea paraensis Ducke

Fijian
Sterculia
斐吉恩
Framiré
非洲欖仁

Sterculia vitiensis Seem.

Formigueiro
垤木

Freijo
蒜香破布木
Fuma
(Fromager)
吉貝

Terminalia ivorensis A. Chev.

Triplaris cumingiana Fisch. &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uriname 蘇利南
Kwatakama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ascaron
Brazil 巴西
Angelim Amargoso,
Aracuy,
Fava Amarela,
Fava Amargosa,
Faveria Amarela,
Faveira Amargosa,
Faveria Bolacha
Colombia 哥倫比亞
Guerra,
Maqui
Guyana 蓋亞那
Arisauro,
Bastard Purpleheart,
Bauwau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Inkassa,
Yongo
Honduras 宏都拉斯
Amargo
Panama 巴拿馬
Amargo
Peru 秘魯
Mari-Mari,
Marupa del Bajo
Suriname 蘇利南
Arisoeroe,
Gele Kabbes,
Geli-Kabissi
Oceania 大洋洲
Waciwaci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Lidia
Framiré
Emeri
Baji
Idigbo,
Black Afara
Baji

UK 英國

Idigbo

Ecuador 厄瓜多

Fernansanchez

C.A.Mey.
(Syn. Triplaris guayaquilensis
Wedd.)
Cordia goeldiana Hub.
Brazil 巴西

Ceiba pentandra (L.) Gaertn.
(Syn. Ceiba thonningii
A. Chev.
Syn. Bombax pentandrum L.)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Freijo
Frei-Jorge
Doum
Fuma
Enia,
Fromager
Onyina
Ghe
Okha,
Araba
Ngwe,
Banda
Fuma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Fromager
Ceiba
Ceiba

Mexico 墨西哥

Palo Santo,
Guayacancillo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Gaiac
癒瘡木

Guaiacum spp.

－688－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Venezuela 委內瑞拉

Galacwood
維拉木
Gale
Silverballi
安尼樟

Bulnesia sarmientoi Lorentz

Gavilan
火裂蘇木
Gavilán
Blanco
加維蘭白木
Geronggang
格隆岡木

Schizolobium amazonicum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Guayacán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Netherlands 荷蘭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Gaiac
Mexiko-Pockholz
Pockhout
Guayacán
Guaiacum Wood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Gale Silverballi,
Garl,
Kawioi,
Kurero Shiruaballi,
Kurero Silverballi,
Moena Puchiri,
Silverballi,
Yellow Silverballi,
Yellow Sweetwood
Pashaco,
Pino Chuncho

Indonesia 印尼

Gerunggang
Mapat
Mulu
Selunus
Gonggang
Serungan

ex Griseb.

Aniba hypoglauca Sandwith
(Syn. Aniba ovalifolia Mez.)

Huber ex Ducke

Oreomunnea pterocarpa
Oerst.

Cratoxylum arborescens
(Vahl) Bl.

Cratoxylum arborescens var.
miquelli King

Malaysia 馬來西亞

Cratoxylum glaucum Korth.
Cratoxylum lingustrinum Bl.
Cratoxylum polyanthum
Korth.
Gerutu
紅柳桉

Parashorea densiflora
Slooten & Sym.

Parashorea lucida (Miq.)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Laos 寮國
Malaysia 馬來西亞

Kurz

Parashorea parvifolia WyattSmith ex P.S.Ashton

Parashorea smythiesii WyattSmith ex P.S.Ashton
Thailand 泰國
Gheombi
賽油楠

Sindoropsis letestui (Pellegr.) Cameroon 喀麥隆
J. Léon.
(Syn. Copaifera letestui
Pellegr.)

Gabon 加彭

Goiabao
南美星蘋果

Chrysophyllum lucentifolium

Brazil 巴西

Cronquist
(Syn. Planchonella
pachycarpa Pires
Syn. Pouteria pachycarpa
Pires
Syn. Syzygiopsis pachycar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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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oy Wood
White Meranti
Mai Hao
Gerutu,
Gerutu Pasir,
Heavy White Seraya,
Meranti Gerutu,
Meruyun,
Urat Mata Batu,
Urat Mata Bukit,
Urat Mata Daun Kechil,
Khai Khieo
Lumbandjii
Gheombi,
Ngom
Abiu Casca,
Abiurana,
Abiurana Amarela,
Abiurana Goiaba,
Goiabao,
Goyabao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Ducke)
Gombé
貢貝木

Didelotia africana Baill.
Didelotia idae Oldem., de Wit
& Léon.

Greenheart
綠心木

Grenadille
d’Afrique
非洲黃檀

Grigri
牛角拉美

Didelotia letouzeyi Pellegr.
Chlorocardium rodiei
(Schomb.) Rohwer,
H.G.Richt. & van der Werff

Dalbergia melanoxylon Gutif.
& Perr.

Licania spp.

Cameroon 喀麥隆

Ekop-Gombe,
Gombe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routou
Gabon 加彭
Angok
Liberia 賴比瑞亞
Bondu
Sierra Leone 獅子山
Timba
Brazil 巴西
Bibiru,
Itauba Branca
Guyana 蓋亞那
Bibiru,
Demerara,
Greenheart
Suriname 蘇利南
Beeberoe
Groenhart
Sipiroe
Venezuela 委內瑞拉
Viruviru
Chad 查德
Tabum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Kafundula
Ethiopia 衣索比亞
Zobbi,
Zebe
Kenya 肯亞
Kikwaju,
Mpingo,
Poyi
Namibia and South Africa 納米比 Driedoring Ebbehout,
亞及南非
Mokelete,
Sebrahout,
Swartdriedoring,
Umbambangwe
Uganda 烏干達
Motangu
Zambia 尚比亞
Chinsale,
Kasalusalu,
Mfwankomo,
Mkelete,
Mkumudwe,
Msalu,
Mukelete,
Musonkomo
Zimbabwe 辛巴威
Murwiti,
Pulupulu

UK 英國

African blackwood,
African ebony,
Mugembe,
Poyi

Brazil 巴西

Anauerá,
Caraipé,
Turiuva
Carbonero
Zapote
Kautaballi,
Konoko,
Zapote
Carbonero,
Zapote
Carbonero
Catarata,
Palma Amarga,

Colombia 哥倫比亞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Guyana 蓋亞那
Mexico 墨西哥
Peru 秘魯

Guágara
噬菌體顆粒木

Sabal mauritiiformis Griseb.

Venezuela 委內瑞拉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 H.Wen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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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Guariuba
拉桑木

Haiari
毛木
Haldu
黃棉木

Hard Alstonia
(Pulaï)
黑板樹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alma de Guagara,
Palma de Vaca,
Palmiche
Clarisia racemosa Ruiz. &
Bolivia 玻利維亞
Murure
Pav.
Brazil 巴西
Guariuba,
Oiticica Amarela,
Oiticica da Mata
Colombia 哥倫比亞
Aji,
Guariuba
Ecuador 厄瓜多
Mata Palo,
Moral Bobo,
Pituca
Peru 秘魯
Capinuri,
Guariuba,
Murere,
Turupay Amarillo
Alexa spp.
Brazil 巴西
Melancieira
Guyana 蓋亞那
Haiariballi
Suriname 蘇利南
Nekoe-Oedoe
Haldina cordifolia (Roxb.)
Cambodia 柬埔寨
Khvao,
Ridsdale
Kwao
(Syn. Adina cordifolia (Roxb.) India 印度
Haldu
Hook. f.)
Indonesia 印尼
Lasi
Laos 寮國
Thom
Malaysia 馬來西亞
Meraga
Myanmar 緬甸
Hnaw
Philippines 菲律賓
Adina,
Haldu
Sri Lanka 斯里蘭卡
Kolon
Thailand 泰國
Kwao,
Tong Lueang
Vietnam 越南
Gao-Vang
Alstonia angustiloba Miq.
Indonesia 印尼
Pulai,
Sepati
Alstonia macrophylla Wall. Ex Malaysia 馬來西亞
Pulai
G.Don.
Myanmar 緬甸
Letok,
Sega
Alstonia spatulata Bl.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White Cheese Wood,
Mike Wood
Alstonia scholaris (L.) R. Br. Philippines 菲律賓
Dita
Thailand 泰國
Thia
Alstonia pneumatophora
Vietnam 越南
Mo-Cua
Back. ex Den Berger

Australia 澳洲
India 印度
UK 英國
Hevea
橡膠木

Hevea brasiliensis (Willd. ex

Brazil 巴西

A.Juss.) Müll.Arg.
Guyana 蓋亞那
Malaysia 馬來西亞
Peru 秘魯
Thailand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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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heese Wood,
Mike Wood
Chaitanwood,
Chatian
Pagoda Tree,
Patternwood
Mapalapa,
Seringa,
Seringueira
Hatti
Hevea Wood
Jeve,
Shirenga
Rubber Tree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Venezuela 委內瑞拉

Higuerilla
蓖麻木

Micandra spruceana (Baill.)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Arbol de Caucho

UK 英國
USA 美國

Para Rubber Tree
Rubber Wood

Colombia 哥倫比亞

Reventillo,
Yetcha
Carapacho,
Higuerilla Negra,
Shiringa Masha
Cunuri
Ingarana,
Tento Azul
Zanzangue
Agla Nyinfun
Evouvous
Sifou-Sifou
Yatanza
Iatandza
Awiemfo-Samina,
Okuro
Musase
Ayinre-Ogo
Mugavu,
Nongo
Elongwamba,
Okuru

R. Shultes
Peru 秘魯

Huruasa
阿巴豆
Iatandza
合歡麻鴨

Abarema jupunba (Willd.)

Venezuela 委內瑞拉
Guyana 蓋亞那

Britton & Killip

Albizia angolensis Welw.
Albizia ferruginea Benth.

Angola 安哥拉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Ibirà Pytâ
南美盾柱木

Peltophorum dubium
(Spreng.) Taub (Syn.

Peltophorum vogelianum

UK 英國

West African Albizia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Paraguay 巴拉圭

Canafístula
Guarucaia
Yvyrapyta

Liberia 賴比瑞亞

Black Gum,
Liberian Black Gum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Ilomba
Eteng
Ilomba
Walélé
Calabo
Eteng
Otié
Akomu
Kpoyéi
Lolako,
Lejonclo
Canela,
Imbuia,
Embuia
Laurel

Benth.)
Idewa
神木
Igaganga
蠟燭橄欖木
Ilomba
安哥拉叢花木

Haplormosia monophylla

Imbuia
細孔綠心樟

Ocotea porosa Barosso
(Syn. Phoebe porosa (Nees

Harms

Dacryodes igaganga Aubr. &
Pell.

Pycnanthus angolensis
(Welw.) Warb.
(Syn. Pycnanthus kombo
Baill.) Warb.

Brazil 巴西

& Mart.) Mez.)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Inga
印加豆

Inga spp.

UK 英國
USA 美國

Brazilian Walnut
Imbuya,
Brazilian Walnut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Inga
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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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Ingyin
龍腦香木
Inyak
木雅木
Ipé
南美風鈴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Pentacme siamensis (Miq.)
Kurz

Antonia ovata Pohl
Handroanthus heptaphyllus
(Vell.) Mattos
(Syn. Tabebuia ipe (Mart.)
Standl.)

Handroanthus capitatus (Bur
& K.Schum) Sanwith
(Syn. Tabebuia capitata
Sandw.)

Handroanthus serratifolius
(Vahl) S.O.Grose
(Syn. Tabebuia serratifolia
Nichols)

Handroanthus impetiginosus
(Mart. ex DC.) Mattos
(Syn. Tabebuia impetiginosa
(Mart.) Standl.)

Iroko
伊洛可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Ingazeira,
Inga-Chi-Chi,
Inga-Chi-Chic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Bois Pagode,
Bougouni,
Lebi Oueko,
Oueko
Guyana 蓋亞那
Kurang,
Kwari,
Kwarye,
Maporokon,
Yokar
Honduras 宏都拉斯
Guama
Peru 秘魯
Shimbillo
Suriname 蘇利南
Abonkini,
Prokonie

Milicia spp.
Milicia excelsa C.C. Berg
(Syn. Chlorophora excelsa
(Welw.) Benth.)

Milicia regia C.C. Berg
(Syn. Chlorophora regia
A. Chev.)

Argentina 阿根廷
Bolivia 玻利維亞

Lapacho
Ipé,
Lapacho,
Tajibo
Brazil 巴西
Ipé,
Ipé Roxo,
Pau d’Arco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Amapa,
Prieta,
Cortez,
Guayacan,
Cortés
Colombia 哥倫比亞
Canaguate,
Polvillo,
Roble Morado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Ebene verte
Guyana 蓋亞那
Hakia,
Ironwood
Paraguay 巴拉圭
Lapacho Negro
Peru 秘魯
Tahuari Negro,
Ebano Verde
Suriname 蘇利南
Groenhart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Poui,
哥
Yellow Poui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capro,
Araguaney
Angola 安哥拉
Moreira
Cameroon 喀麥隆
Abang
Congo 剛果
Kambal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Iroko
East Africa 東非
Mvuli,
Mvule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Abang
Gabon 加彭
Abang,
Mandji
Ghana 加納
Odum
Liberia 賴比瑞亞
Semli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Tule Muf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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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Itaùba
熱美樟

Mezilaurus spp.

Izombé
埃塞木瓣木

Testulea gabonensis Pellegr.

Jacareuba
巴西海棠

Calophyllum brasiliense

Jatoba
南美叉葉樹

Hymenaea courbaril L.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Nigeria 奈及利亞
Iroko
Sierra Leone 獅子山
Semli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usanga,
Molundu,
Mokongo

Belgium 比利時

Kambala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Louro Itauba
Taoub Jaune
Kaneelhout
Rone
N'Gwaki
Ake,
Akewe,
Izombe,
N'Komi
Árbol de santa María,
Calophylle du Brésil,
Guanandi,
Maria,
Santa Maria
Jatobá
Gomme Animée,
Pois Confiture
Algarrobo,
Algarrobo de la Antillas,
Algarrobo das Antilhas,
Azucar,
Cuapinol,
Curbaril,
Guapinol,
Huayo,
Jataí,
Jutaby
Rode Lokus

Brazil 巴西

Cambess.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Caribbean 中南美洲，加勒比海

Suriname 蘇利南

Jelutong
南洋桐

Dyera costulata Hook. f.

UK 英國

Brazilian Cherry,
Brazilian Copal,
Cayenne Copal,
Copal,
Demarara Copal,
Kerosene Tree,
Stinking Toe,
Latin American Locust,
West Indian Locust

Indonesia 印尼

Jelutong,
Djelutong,
Melabuwai
Jelutong,
Andjaroetoeng,
Letoeng,
Pantoeng,
Jelutong Bukit,
Jelutong Paya
Red and/or White
Jelutong
Yesquero

Dyera polyphylla (Miq.)
Steenis
(Syn. Dyera lowii Hook. f.)

Malaysia 馬來西亞

Singapore 新加坡
Jequitiba
卡林玉蕊木

Cariniana legalis O. Ktze

Bolivia 玻利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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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yn. Cariniana brasiliensis
Casar.)

Brazil 巴西

Allantoma integrifolia (Ducke)

Jito
喬木

Jongkong
絨廣

S.A.Mori
(Syn. Cariniana integrifolia
Ducke)
Guarea guidonia (L.)
Sleumer
(Syn. Guarea guara (Jacq.)
P. Wils.
Syn. Guarea trichilioides L.)

Dactylocladus stenostachy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Jequitiba,
Jequitiba Branco,
Jequitiba Rosa,
Jequitiba Vermelho,
Estopeiro

Indonesia 印尼

Oliv.
Malaysia 馬來西亞

Mentibu,
Sampinur
Medang-Tabak,
Jongkong,
Medang,
Merubong

Jorori
若瑞木
Jùraco
居勞木

Swartzia jorori Harms

Kabok
野生杏仁木

Irvingia malayana Oliv. ex A.

UK 英國

Wild Almond

Kadam
黃梨木

Neolamarckia spp.

Indonesia 印尼

Neolamarckia cadamba

Malaysia 馬來西亞

Jabon,
Kelempajan
Kalempayn
Kelampo,
Kelepayan,
Ludai,
Kelempayan
Mau,
Yemau,
Maukadon,
Mau-Lettan-She
Kaatoan Bangkal
Kanda
Bonzale
Bitehi
Nkonengu
Mfimbo

Bucida buceras L.

Benn.

Mexico, Central and
Black Olive,
South America 墨西哥，中南美洲 Bois Gris-Gris,
Bois Margot,
Gregre,
Júcaro,
Oxhorn Bucida,
Ucar
Malaysia 馬來西亞
Pau Kijang
Thailand 泰國
Kabok

(Roxb.) Bosser
(Syn. Anthocephalus
cadamba (Roxb.) Miq.)

Neolamarckia macrophylla

Kanda
(Kanda brun,
Kanda rose)
非洲瓊楠

(Roxb.) Bosser
(Syn. Anthocephalus
macrophyllus (Kuntze)
Havil.)
Beilschmiedia spp.

Beilschmiedia congolana
Robyns & Wilczek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Tanzania 坦桑尼亞

Beilschmiedia gaboonensis
Benth. & Hook.

Beilschmiedia
hutchinsoniana Robyns &
Wilczek

Beilschmiedia letouzeyi
Robyns & Wilcz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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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Beilschmiedia mannii Robyns
& Wilczek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Beilschmiedia oblongifolia
Robyns & Wilczek
Kapokier
吉貝木

Kapur
冰片木

Bombax buonopozense P.
Beauv.
(Syn. Bombax flammeum
Ulbr.)
Dryobalanops spp.

Brunei Darussalam 汶萊

Dryobalanops sumatrensis
(J.F.Gmel.) Kosterm.
(Syn. Dryobalanops
aromatica C.F. Gaertn.)

Indonesia 印尼

Dryobalanops beccarii Dyer
Dryobalanops fusca V. St.

Malaysia 馬來西亞

Dryobalanops lanceolata
Burck

Dryobalanops oblongifolia
Dyer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Dryobalanops rappa Becc.
Karité
乳油木

Kasai
番龍眼木

Kaudamu
噶當派木
Kedondong
橄欖木

Vitellaria paradoxa

Kapur Bukit,
Kapur Peringii,
Kapur Anggi
Kapur Singkel,
Kapur Sintuk,
Kapur Empedu,
Kapur Tanduk,
Kapur Kayatan,
Petanang
Kapur-Kejatan,
Keladan,
Swamp Kapur,
Borneo Camphorwood- Paigie

Capur
Borneo Camphor,
Borneo Camphorwood,
Borneo CamphorwoodPaigie

Africa 非洲

Shea Butter Tree,
Shea Tree,
Shi Tree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Vietnam 越南

Taun
Sibu
Malugai
Truong

France 法國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Bois de Pieux
Longán de Fiji
Fiji Longan,
Island Lychee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Fiji Nutmeg

Canarium spp.

India 印度

Dacryodes spp.

Indonesia 印尼

Santiria spp.

Malaysia 馬來西亞

Dhuwhite,
White Dhup
Kenari,
Kiharpan
Kedondong,
Upi
Dulit,
Pili
Ma-Kerm
Cham

C.F.Gaertn.
(Syn. Butyrospermum
paradoxum (C.F. Gaertn.)
Hepper
Syn. Butyrospermum parkii
(G. Don) Kotschy)
Pometia spp.

Myristica castaneifolia
A. Gray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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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ot-name
Kekatong
楠楠果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Cynometra spp.

Kékélé
大古榆

Holoptelea grandis Mildbr.

Kelat
烏墨蒲桃木

Eugenia spp.

Keledang
(Terap)
麵包樹

Artocarpus spp.

Kembang
Semangkok
船形木

Scaphium spp.

Kempas
甘不木

Koompassia malaccensis

Keranji
摘亞木

Dialium spp.

Maing. ex Benth.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Fiji 斐濟
Moivi
Malaysia 馬來西亞
Belangkan,
Kekatong
Myanmar 緬甸
Myinga
Philippines 菲律賓
Oringen
Thailand 泰國
Mang-kha
Benin 貝南
Sayo
Cameroon 喀麥隆
Avep-El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Gomboul
Congo 剛果
Mbosso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Kékélé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Nemba-Mbobolo
Ghana 加納
Onakwa
Nigeria 奈及利亞
Olazo
Uganda 烏干達
Mumuli
India 印度
Jaman
Indonesia 印尼
Jaman,
Jambu,
Jamun,
Meralu,
Nir-Naval
Malaysia 馬來西亞
Black Kelat,
Common Kelat,
Kelat
Myanmar 緬甸
Tabye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Water Gum
Philippines 菲律賓
Makasin
Thailand 泰國
Chomphu
Vietnam 越南
Plong,
Tram
Indonesia 印尼
Teureup
Malaysia 馬來西亞
Pudau,
Terap
Philippines 菲律賓
Antipolo
Thailand 泰國
Ka-ok
Malaysia 馬來西亞
Kembang semangkok,
Selayar
Myanmar 緬甸
Thitlaung
Thailand 泰國
Samrong
Indonesia 印尼
Menggeris,
Toemaling
Malaysia 馬來西亞
Kempas,
Mengris,
Impas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Kempas
Thailand 泰國
Yuan
Cambodia 柬埔寨
Xoay,
Kralanh
Indonesia 印尼
Kerandji
Myanmar 緬甸
Taung-Kaye
Thailand 泰國
Kaki-Khao,
Khleng,
Yi-Thongbung
Vietnam 越南
Xoay

UK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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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nji,
Kranj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Keriti
Silverballi
綠心樟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Ocotea puberula (Rich.)
Nees

Argentina 阿根廷
Brazil 巴西

Peru 秘魯
Paraguay 巴拉圭

Keruing
油仔

Dipterocarpus spp.

Suriname 蘇利南
Cambodia 柬埔寨

Dipterocarpus acutangulus
Vesque

Dipterocarpus
appendiculatus Scheff.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Laos 寮國
Malaysia 馬來西亞

Dipterocarpus alatus A. DC.
Dipterocarpus baudii Korth.

Myanmar 緬甸

Diptrocarpus gracilis Blume
(Syn. Dipterocarpus
pilosus Roxb.)

Philippines 菲律賓
Sri Lanka 斯里蘭卡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Dipterocarpus cornutus Dyer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nela Guaica,
Guaicá
Canela-de-Corvo,
Guaica,
Canela-Parda,
Canela-Pimenta,
Canela Pinho,
Canela-Sebo
Moraja Kaspi
Laurel Guaika,
Guaika
Keretiballi
Chloeuteal,
Dau,
Khlong,
Thbeng,
Gurjun
Keroeing,
Nhang,
Keruing Gaga,
Keruing Bajak,
Keruing Beras
Yang,
Kanyin
Apitong
Hora
Yang
Dau (Yaou),
Tro

Dipterocarpus costulatus
V. SI.

Dipterocarpus kerrii King
Dipterocarpus verrucosus
Foxw. ex Slooten
Kiasose
喀受塞木

Kibakoko
香大裂蘇木

Kikenzi
喀肯茲木
Kokko
大葉合歡

Pentadesma butyracea
Sabine

Pentadesma lebrunii Staner
Anthonotha fragrans
(Baker f.) Exell & Hillc.
(Syn. Macrolobium fragrans
Baker f.)
Ocotea usambarensis Engl.

Albizia lebbek (L.) Benth.

Bangladesh 孟加拉
Philippines 菲律賓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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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sh,
Sirisha
Aninapla,
Langil
Siris,
Sirs
Kitoke,
Tarisi,
Tekik
Batai,
Batai Batu,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Nepal 尼泊爾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Kungkur,
Oriang
Kalo Siris
Cha Kham,
Chamchuri,
Kampu,
Phruek,
Suek
Lim Xanh

France 法國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Kondroti
紅木棉

Rhodognaphalon brevicuspe
Roberty
(Syn. Bombax brevicuspe
Sprague)

Rhodognaphalon
schumannianum A.
Robyns
(Syn. Bombax

rhodognaphalon
K. Schum.)

Kosipo
可西柏木

Kotibé
丹達木

Bombax chevalieri Pellegr.
Entandrophragma candollei
Harms

Nesogordonia spp.

Benin 貝南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Bois noir,
Bois savane,
Tcha Tcha
Acacia Chachá,
Algarroba de Olor,
Amor Plantónico,
Aroma,
Aroma Fracesca,
Cabellos de Ángel,
Faurestina,
Florestina,
Lengua de Mujer,
Lengua Viperina
Acacia Amarilla,
East Indian Walnut,
English Woman's
Tongue,
Fry wood,
Indian Siris,
Lebbeck,
Siris Tree,
Woman’s Tongue Tree

Nigeria 奈及利亞
Tanzania 坦桑尼亞

Kpatin Dehun
Ovong
N’Demo
Kondroti
Alone,
Ogumalanga
Bombax
Meguza,
Mungusa
Awori
Mfume

UK 英國

East African Bombax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ifuco
Atom-Assie
Kosipo
Penkwa-Akowaa
Omu,
Heavy Sapelle
Impompo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Kosipo-Mahagoni
Omu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Kissinhungo
Ovoe,

Ghana 加納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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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Nesogordonia kabingaensis
var. kabingaensis
(K.Schum.) Capuron
(Syn. Nesogordonia
papaverifera R. Capuron
Syn. Cistanthera
papaverifera A. Chev.)

Koto
翅蘋婆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Ovoui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Naouy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Kotibé
Gabon 加彭
Aborbora
Ghana 加納
Danta
Nigeria 奈及利亞
Otutu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Kondofindo

UK 英國

Danta

K. Schum.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Pterygota bequaertii De Wild.

Nigeria 奈及利亞

Kakende
Koto
Ake
Kyere,
Awari
Kefe,
Poroposo
Ikame

Pterygota spp.
Pterygota macrocarp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Kulim
蒜果木
Kumbi
韋式厚皮樹

Scorodocarpus borneensis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Anatolia
African Pterygota,
Pterygota

Malaysia 馬來西亞

Bawang Hutan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aiséguma,
Kakoro,
Loloti
Kumenini
Ekika

(Baillon) Becc.

Lannea welwitschii (Hiern)
Engl.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Kungkur
寬庫木
Kurokaï
馬蹄欖木

Albizia saman (Jacq.) Merr.
Protium spp.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Landa
曼氏古柯

Erythroxylum mannii Oliv.

Lati
雙雄蘇木

Amphimas spp.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Sierra Leone 獅子山
Cameroon 喀麥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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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no
Almecega,
Aruru,
Breu
Anime,
Carano,
Currucay
Anime Blanco
Encens Blanc,
Gris Rouge
Haiawa,
Kurokay,
Porokay
Copal-Caspi
Tinguimoni
Anime,
Carano,
Azucarito
Landa
Lukienzo
Dabe
Landa
Nkanza
Bimini
Edjin,
Edzil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Amphimas pterocarpoides
Harms

Laurel,
Indian
毛欖仁

Terminalia tomentosa

Limba
艷麗欖仁

Terminalia superba Engl. &

(Roxb.) Wight & Arn.

Diel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Lati
Ghana 加納
Edzui
Congo 剛果
Muzui,
Bokanga
Cambodia 柬埔寨
Chhlik Snaeng
Indonesia 印尼
Arjun,
Jaha,
Jelawai,
Talisai,
Telinsi,
Kumbuk
Laos 寮國
Suak Dam
Myanmar 緬甸
Taukyan,
Thinsein
Philippines 菲律賓
Indian Laurel
Thailand 泰國
Hok Fa
Vietnam 越南
Chieu-Lieu
Cameroon 喀麥隆
Akom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N’Ganga
Congo 剛果
Limb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Fraké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Akom
Ghana 加納
Ofram
Nigeria 奈及利亞
Afara,
White Afara
Sierra Leone 獅子山
Kojagei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imba

France 法國

USA 美國
Limbali
大瓣蘇木

Gilbertiodendron spp.
Gilbertiodendron dewevrei
(De Wild.) J. Léon
(Syn. Macrolobium dewevrei
De Wild.)

Gilbertiodendron preussii
J. Léon
Limonaballi
非洲星蘋果
Loliondo
韋氏木犀欖

Longhi
非洲星蘋果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Limbo,
Fraké,
Noyer du Mayombé
Korina
Ekobem
Molapa
Epal
Vaa
Ditshipi,
Ligudu
Limbali
Abeum
Tetekon,
Sehmeh

Chrysophyllum pomiferum
(Eyma) T.D.Penn.

Olea welwitschii (Knobl.)
Gilg. & G.Schellenb.
(Syn. Steganthus welwitschii
Knobl.)
Chrysophyllum spp.
(Syn. Gambeya spp.)

Chrysophyllum africanum
G.Don,
(Syn. Gambeya africana
Pierre)

Chrysophyllum lacourtianum

UK 英國

Elgon olive

Cameroon 喀麥隆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Abam
Bopambu
Longhi
Akatio,
Anandio,
Aningueri Rouge M’bebame
Akasa
Ekpiro,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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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De Wild.)
(Syn. Gambeya lacourtiana
Aubrev. & Pellegr.)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Osan

Chrysophyllum subnudum
Baker
(Syn. Gambeya subnuda
Pierre)
Lotofa
褐蘋婆

Sterculia rhinopetala Schum.

Louro
Vermelho
紅尼克樟

Ocotea rubra Mez.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N’Kanang
Lotofa
Wawabima
Aye

UK 英國

Brown Sterculia

Brazil 巴西

Suriname 蘇利南

Gamela,
Louro Gamela,
Louro Vermelho
Grignon Franc
Baaka,
Determa,
Red Louro,
Wanu
Teteroma

UK 英國

Determa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Árbol botella,
Árbol de lana,
Paina de seda,
Painera,
Palo Borracho,
Palo Barrigudo,
Palo Botella

Brazil 巴西

Maçaranduba,
Maparajuba,
Paraju
Balata,
Nispero
Balata franc,
Balata rouge,
Balata gomme,
Balata,
Bulletwood,
Beefwood
Nispero
Pamashto,
Quinilla Colorada
Bolletrie
Balata
Massarandu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Lupuna
郝瑞棉木

Chorisia spp.

Lusambya
老貓尾木

Markhamia lutea (Benth.) K.

Maçaranduba
重齒鐵線子

Schum.
(Syn. Markhamia platycalyx
Sprague)
Manilkara spp.

Manilkara bidentata A Chev.
(Syn. Manilkara
Surinamensis (Miq.)

Colombia 哥倫比亞

Dubard)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Manilkara huberi (Ducke)
Standl. Dubard

Guyana 蓋亞那

Panama 巴拿馬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UK 英國
USA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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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letwood
Bulletwood,
Beefwood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Machang
烈味芒果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Mangifera spp.

Machiche
瑪奇徹木

Lonchocarpus lanceolatus

Mafu
揀狀黃皮木

Clausena melioides Hiern.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India 印度
Mangga,
Mango
Indonesia 印尼
Membacang
Malaysia 馬來西亞
Asam,
Machang,
Sepam
Myanmar 緬甸
Mangowood,
Thayet
Pakistan 巴基斯坦
Mango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Mango
Philippines 菲律賓
Ailai,
Asai,
Pahutan
New Caledonia 所羅門群島
Ma-Muang-Pa
Thailand 泰國
Ma-Muang-Pa,
Pamutan
Vietnam 越南
Xoai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Manguier
Mangowood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Black Cabbagebark,
Chaprerno,
Sindjaplé
Mfu,
Mkunguni,
Mtongoti
Muyinja

Benth.
Tanzania 坦桑尼亞

Fagaropsis angolensis
H.M.Gardn
Mafumati
莫夫街木

Mahogany
桃花心木

Kenya 肯亞

Newtonia buchananii Gilb. &
Bout
(Syn. Piptadenia buchananii
Bak.)
Swietenia macrophylla King
(Syn. Swietenia candollei
Pitt.
Syn. Swietenia tessmannii
Harms.
Syn. Swietenia krukovii
Gleason)

Swietenia mahagoni (L.)
Jacq.

Swietenia humilis Zucc.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Colombia 哥倫比亞
Cuba 古巴
Dominican Republic 多明尼加
Guatemala 瓜地馬拉
Haiti 海地
Mexico 墨西哥
Nicaragua 尼加拉瓜
Peru 秘魯
Venezuela 委內瑞拉

France 法國
Italy 義大利
Netherlands 荷蘭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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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ba,
Mara
Aguano,
Mogno
Araputanga
Caoba,
Caoba del Sur,
Caoba del Atlantica
Caoba
Caoba
Mahogani
Chacalte
Mahogani
Zopilote,
Baywood
Mahogani
Aguano,
Caoba
Caoba,
Orura

Acajou d’Amérique
Mogano
Mahonie
Caoba
Mahogany,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USA 美國
Malagangai
天料木
Malas
馬拉斯木

Eusideroxylon melagangai

Manbodé
莢髓蘇木

Detarium macrocarpum

(Symington) Kosterm.
Homalium spp.

Harms

Brazilian Mahogany
Mahogany,
Brazilian Mahogany

Indonesia 印尼

Dlingsem,
Gia,
Melmas,
Momala
Malaysia 馬來西亞
Banisian,
Padang,
Selimbar,
Takaliu,
Aranga
Philippines 菲律賓
Myaukchaw,
Myaukugo
Myanmar 緬甸
Khen Nang
Laos 寮國
Kha Nang
West and Central Africa 西中非洲 Dankh,
Petit Détar,
Sweet Dattock

Detarium Senegal 塞內加爾 ense
Mandioqueira
帕州上位獨蕊木

J.F. Gmel.
Qualea spp.

Manil
瑪尼木

Symphonia globulifera L.f.

Manil Montagne
瑪尼孟堂訥木

Moronobea coccinea Aubl.

Brazil 巴西

Mandio,
Mandioqueira,
Quarub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ronfolo Gris
Grignon Fou,
Kouali
Suriname 蘇利南
Gronfoeloe
Venezuela 委內瑞拉
Florecillo
Bolivia 玻利維亞
Azufre,
Bolivia
Brazil 巴西
Anani,
Canadi,
Mani
Colombia 哥倫比亞
Azufre,
Machare
Ecuador 厄瓜多
Machare,
Puenga,
Zaputi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Manil,
Manil Marecage
Guyana 蓋亞那
Manni
Peru 秘魯
Azufre,
Brea-Caspi
Suriname 蘇利南
Mani,
Mataki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Mangue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Mani,
Paraman,
Peramancillo

USA 美國

Boarwood

Brazil 巴西

Anani Da Terra Firme,
Bacuri de Anta
Manil Montagne,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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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Manil Peou,
Parcouri-Manil
Guyana 蓋亞那
Coronobo,
Morombo-Rai,
Moronobo
Suriname 蘇利南
Manniballi,
Matakkie
Bolivia 玻利維亞
Chiriuana
Brazil 巴西
Marupa,
Marupauba,
Parahyba,
Paraiba,
Tamanquiera
Colombia 哥倫比亞
Simaruba
Ecuador 厄瓜多
Cedro Amargo,
Cuna,
Guitarro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imarouba
Guyana 蓋亞那
Simarupa
Peru 秘魯
Marupa
Suriname 蘇利南
Soemaroeba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edro Blanco,
Simarouba

Marupa
夸斯苦木

Simarouba amara Aubl.

UK 英國

Bitterwood

Mata-Mata
間諜木

Eschweilera spp.

Brazil 巴西

Eschweilera amara Mart. ex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Mata-Mata,
Matamata Preto
Baakalaka,
Baikaaki,
Balibon,
Kouanda,
Maho,
Mahot Noir,
Mahou
Black Kakaralli,
Kakaralli
Hoogland Barklak,
Manbarklak

O. Berg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Mata Ulat
柯庫木
Mecrussé
釘戟木

Kokoona spp.
Androstachys johnsonii Prain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South Africa 南非

Medang
樟木

Litsea spp.

Australia 澳洲
Malaysia 馬來西亞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Melunak
三翅硬椴

Pentace spp.

Vietnam 越南
Indonesia 印尼
Laos 寮國
Myanmar 緬甸
Malaysia 馬來西亞

Myanmar 緬甸
Thailand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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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birre
Lebombo Ironwood,
Nsimbitsi
Bollywood
Medang Padang
Ondon
Bagaoring,
Batikuling
Boi loi
Huru
Chick Dong
Kyese
Baru Baran,
Melunak,
Takalis
Baru Baran
Sisiat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Mempening
南洋櫟
Mengkulang
南洋銀葉樹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Lithocarpus spp.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Heritiera spp.
(Syn. Tarrietia spp.)

Cambodia 柬埔寨
Indonesia 印尼

Heritiera albiflora (Ridl.)

Malaysia 馬來西亞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Don-Chem
Palapi,
Teraling
Mengkulang,
Kembang
Kanze
Lumbayau
Chumprag
Huynh

Australia 澳洲

Red or Brown Tulip Oak

Albizia zygia J.F. Macbr.
Carallia spp.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Carallia borneensis Oliv.
Shorea spp.

Indonesia 印尼

Karibas
Kemuning Hutan
Magtungod
Red Meranti,
Red Mertih,
Meranti Ketung, Meranti
Bunga,
Meranti Merah-Tua
Nemesu,
Meranti Bukit,
Meranti Daun Basar,
Dark Red Seraya,
Obar Suluk,
Seraya Bukit,
Seraya Daun,
Binatoh,
Engbang-Chenak,
Meranti Bunga
Sengawan
Tanguile,
Bataan,
Red Lauan

Kosterm.

Heritiera borneensis (Merr.)
Kosterm.

Heritiera simplicifolia (Mast.)
Kosterm.

Heritiera javanica (Bl.)
Kosterm.

Heritiera kuenstleri (King)
Kosterm.

Heritiera sumatrana (Miq.)
Kosterm.

Mepepe
烏干達合歡木

Tarrietia perakensis King
Albizia adianthifolia
W.F. Wight

Albizia gummifera A.C. Sm.
(Syn. Albizia fastigiata Oliv.)

Meransi
竹節木
Meranti,
Dark red
深紅柳桉

Shorea curtisii Dyer ex King
Shorea pauciflora King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platyclados Sloten ex
Endert

Shorea argentifolia Sym.
Shorea ovata Dyer ex King
Shorea parvifolia King
Shorea singkawang (Miq.)
Burck

Philippines 菲律賓

Shorea pachyphylla Ridl. Ex
Sym.

UK 英國
Shorea acuminata Dyer
USA 美國
Shorea hemsleyana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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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Lauan,
Dark Red Seraya
Dark Merant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horea leprosula Miq.
Shorea macrantha Brandis
Shorea hemsleyana (King)
King ex Foxw.

Shorea platycarpa Heim.
Shorea polysperma (Blanco)
Merr.
Meranti,
Light red
淺紅柳桉

Shorea spp.

Indonesia 印尼

Shorea acuminata Dyer
Shorea dasyphylla Foxw.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hemsleyana (King)
King ex Foxw.

Shorea macrantha Brandis
Shorea johorensis Foxw.
Shorea lepidota (Korth.) Bl.
Shorea leprosula Miq.
Shorea macroptera Dyer
Shorea sandakanensis Sym.
Philippines 菲律賓

Shorea ovalis (Korth.) Bl.
Thailand 泰國

Shorea parvifolia Dyer
Shorea palembanica Miq.
Shorea platycarpa Heim.
Shorea teysmanniana Dyer
ex Brandis

Shorea revoluta Ashton
Shorea argentifolia Sym.
Shorea leptoclados Sym.
Shorea smithiana Sym.
Shorea albida Sym.
Shorea macrophylla
(de Vriese) Ash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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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Meranti,
Meranti Merah-Muda,
Meranti Bunga
Damar Siput,
Meranti-Hantu,
Meranti Kepong,
Meranti Langgang, Meranti
Melanthi,
Meranti Paya,
Meranti Rambai,
Meranti Tembaga,
Meranti Tengkawang,
Meranti Sengkawang,
Engkawang,
Seraya Batu,
Seraya Punai
Seraya Bunga,
Kawang
Almon,
Light Red Luan
Saya Khao,
Saya Lueang,
Chan Ho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horea quadrinervis Slooten.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horea gysbertsiana Burck
Shorea pachyphylla Ridl. ex
Sym.
Meranti,
White
白柳桉

Shorea spp.

Cambodia 柬埔寨

Shorea agami Ashton

Indonesia 印尼

Shorea assamica Dyer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bracteolata Dyer
Shorea dealbata Foxw.
Shorea henryana Lanessan
Shorea lamellata Foxw.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Shorea resinosa Foxw.

Thailand 泰國

Shorea roxburghii G. Don
Shorea stalura Roxb.

Vietnam 越南

Lumber,
Koki Phnom
Meranti Putih,
Damar Puthi
Meranti Jerit,
Meranti Lapis,
Meranti Pa’ang or
Kebon Tang,
Meranti Temak,
Melapi,
White Meranti
Makai
White Lauan,
White Meranti
Pendan,
Pa Nong,
Sual,
Kabak Kau,
Xen,
Chai

Shorea hypochra Hance
Shorea hentonyensis Foxw.
Shorea sericeiflora C.E.C.
Fischer & Hutch.

Shorea farinosa C.E.C.
Fischer

Shorea gratissima Dyer
Shorea ochracea Sym.
Parashorea malaanonan
(Blco.) Merr.

Meranti,
Yellow
黃柳桉

Shorea polita S. Vidal
Shorea spp.

Indonesia 印尼

Shorea faguetiana Heim.
Malaysia 馬來西亞

Shorea dolichocarpa
Slooten.

Shorea maxima (King) Sym.
Shorea longisperma Roxb.
Shorea gibbosa Bran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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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anti Kuning,
Kunyit,
Damar Hitam
Meranti Telepok,
Meranti Kelim,
Yellow Meranti,
Meranti Damar Hitam,
Yellow Seraya,
Seraya Kuning,
Selangan Kuning,
Selangan Kacha,
Seraya Kuning,
Lun Kuning,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horea multiflora (Burck)
Sym.

Shorea hopeifolia (Heim.)

Thailand 泰國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Lun Gajah,
Lun Merat,
Lun Siput
Kalo

Sym.

Shorea resina-nigra Foxw.
Shorea peltata Sym.
Shorea acuminatissima Sym.
Shorea blumutensis Foxw.

Meranti
Bakau
巴考柳桉
Merawan
霍柏木

Shorea faguetioides Ashton
Shorea rugosa F. Heim
Shorea uliginosa Foxw.
Hopea spp.
Hopea apiculata Sym.
Hopea griffithii Kurz
Hopea lowii Dyer
Hopea mengarawan Miq.
Hopea nervosa King

Cambodia 柬埔寨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Koki
Merawan/Sengal
Merawan/Sengal
Gagil
Selangan,
Selangan-Kasha
Myanmar 緬甸
Thingan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Light Hopea
Philippines 菲律賓
Manggachapui
Thailand 泰國
Takhian
Vietnam 越南
Sao,
Sau

Hopea odorata Roxb.
Hopea papuana Diels
Hopea sangal Korth.

Merbau
太平洋鐵木

Merpauh
梅爾保木

Hopea sulcata Sym.
Intsia palembanica Miq.
(Syn. Intsia bakeri Prain.)

Fiji 斐濟
Indonesia 印尼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Intsia palembanica (Miq.)
Malaysia 馬來西亞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亞
Intsia bijuga (Colebr.) Kuntze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Syn. Intsia retusa (Kurz.)
Philippines 菲律賓
O.Kuntze.)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Vesi
Merbau
Hintsy
Merbau
Komu
Kwila
Ipil,
Ipil Laut
Lum-Paw,
Gonuo

Australia 澳洲
China 中國
UK 英國

Kwila
Kalabau
Moluccan Ironwood

Swintonia floribunda Griff.

Cambodia 柬埔寨
India 印度
Malaysia 馬來西亞

Swintonia schwenkii Teijsm.

Myanmar 緬甸

Muom
Thayet-Kin
Merpau
Merpauh
Taung Thayet
Civit Taungthayet

Swintonia spp.

& Binn. ex Hook.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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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wintonia penangiana King

Pakistan 巴基斯坦
Vietnam 越南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ivit
Muom

Swintonia pierrei Hance

Mersawa
桂蘭

Swintonia spicifera Hook. f.
Anisoptera spp.
Anisoptera curtisii King
Anisoptera costata Korth.
(Syn. Anisoptera oblonga
Dyer)

Anisoptera laevis Ridl.

Cambodia 柬埔寨
Indonesia 印尼
Laos 寮國
Malaysia 馬來西亞

Phdiek
Mersawa
Mai Bak
Mersawa,
Pengiran
Myanmar 緬甸
Kaunghmu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Mersawa
Philippines 菲律賓
Palosapis
Thailand 泰國
Krabak,
Pik

Anisoptera marginata Korth.
Anisoptera thurifera Blume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USA 美國

Ven-Ven
Krabak
Bella Rosa

Mroma,
Mpachamu,
Mgwata
Mirindiba-Doce,
Pau-de-Casca-Doce

Messassa
莫薩薩木
Metondo
莫通杜木

Brachystegia spiciformis
Cordyla africana Lour.

Tanzania 坦桑尼亞

MirindibaDoce
彌寧迪巴-豆西木
Mjombo
短蓋豆木
Moabi
莫阿比木

Glycydendron amazonicum

Brazil 巴西

Moambé
jaune
綠花恩南番荔枝
Molave
米特克斯木

Benth.

Ducke

Brachystegia boehmii Taub.

Africa 非洲

Miombo

Baillonella toxisperma Pierre
(Syn. Mimusops djave Engl.)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Adjap,
Ayap
Dimpampi
Ayap
M’Foi
Muamba jaune

Enantia spp.

UK 英國
UK 英國

African Pearwood
African whitewood

Enantia chlorantha Oliv.
Vitex parviflora Juss.

Indonesia 印尼

Fuli Kaa,
Kayu Kula
Amugauan,
Molave,
Sagat
False Brazilwood,
Sibipiruna

Philippines 菲律賓

Momoqui
莫莫奎木
Monghinza
金戟線子

Caesalpinia pluviosa DC.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Manilkara mabokeensis
Aubr.

Manilkara obovata
J.H. Hemsley

Manilkara sylvestris Aubt. &
Pellegr.
Mopaani
可樂豆木

Colophospermum mopane
(J. Kirk ex Benth.)
J. Léo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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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Mopé
檳榔青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yn. Copaifera mopane Kirk
& Benth.)
Spondias mombin L.

Mora
大鱈蘇木

Mora spp.

Moral
綠柄桑

Maclura tinctoria (L.) D. Don

Morototo
莫羅鴨腳木

Schefflera morototoni (Aubl.)

Movingui
黃雲香双蕊蘇木

Distemonanthus
benthamianus Baill.

Mtambara
球花肉豆蔻木
Mtandarusi
恩坦達如西木
Mubala
五山柳蘇木
Mueri
李

ex Steud.
(Syn. Chlorophora tinctoria
(L) Gaudich.)

Maguire, Steyerm. &
Frodin
(Syn. Didymopanax
morototoni (Aubl. ) Decne.
& Planch)

Cephalosphaera
usambarensis Warb.
Trachylobium verrucosum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Coolie Plum
Gully Plum,
Hog Plum,
Jobo,
Mopé,
Prunier Mombin,
Spanish Plum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Alcornoque,
Morabukea,
Nato,
Nato Rojo,
Pracuba Branca,
Pracuuba
Argentina 阿根廷
Tatayiva-Saiyu
Bolivia 玻利維亞
Amarillo
Brazil 巴西
Amarello,
Taiuva
Colombia 哥倫比亞
Dinde,
Palo Amarillo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Palo de Mora
Mexico 墨西哥
Barossa,
Moral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Bois d'Orange
哥
Argentina 阿根廷
Ambayguazu
Brazil 巴西
Mandioqueira
Colombia 哥倫比亞
Yarumero
Cuba 古巴
Yagrumo Macho
Dominican Rep.多明尼加
Yagrumo Macho
Mexico 墨西哥
Chancaro Blanco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Yagrumo Macho
Suriname 蘇利南
Kasavehout,
Morototo
Venezuela 委內瑞拉
Tinajero
Benin 貝南
Ayan
Cameroon 喀麥隆
Eyen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arre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Eyen
Gabon 加彭
Eyen,
Movingui
Ghana 加納
Ayan
Nigeria 奈及利亞
Ayan,
Ayanran

UK 英國

Ayan,
Distemonanthus

UK 英國

East African copal

UK 英國

Red Stinkwood
Bitter almond

Oliv.

Pentaclethra macrophylla
Benth.

Prunus africana (Hook.f.)
Kalk.
(Syn. Pygeum african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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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Hook.f.)

Mugaita
杜鵑花狀密花木
Mugonha
小球水團花木
Muhimbi
喃喃果木

Rapanea rhododendroides

Mühühü
非洲檀香

Brachylaena huillensi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Mez.

Adina microcephala Hiern.

Africa 非洲

Cynometra alexandri

Africa 非洲

C.H. Wright

Congo 剛果

O.Hoffm.
(Syn. Brachylaena hutchinsii
Hutch.)
Kenya 肯亞

South Africa 南非
Tanzania 坦桑尼亞

Uganda 烏干達

Muirapiranga
穆熱-皮冉軋木

Brosimum rubescens Taub.

Matumi
Rhodesian Redwood
Angu
Baira
Bapa
Bosengere
Kahimbi
Kampiniungu
Lukuanga
Mbombele
Mubale
Mubangu
Mubindi
Mudindi
Muhindi
Mupombe
Tembwe
Uganda Ironwood
Mkalambaki,
Mkarambati,
Muhugu,
Muhuhu,
Mvumo
Mkalambaki,
Mkarambati,
Muhugu,
Muhuhu,
Mvumo
Laeveldvaalbos
Mkalambaki,
Mkarambati,
Muhugu,
Muhuhu,
Mvumo
Mkalambaki,
Mkarambati,
Muhugu,
Muhuhu,
Mvumo

UK 英國

Low Veld Brachyleana,
Low Veld Silver Oak,
Silver Oak

Brazil 巴西

Amapa Rana,
Conduru,
Falso Pao Brasil,
Muirapiranga,
Pau Rainha
Satine,
Satine Rouge,
Satine Rubaine,
Siton Pay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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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atinwood
Doekaliballi,
Satijnhout

Italy 義大利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Muiratinga
馭奎桑
Mukarati
柏克蘇木
Mukulungu
奧特山欖

Muninga
安哥拉紫檀
Muniridan
穆尼日丹木
Musharagi
穆莎熱基木
Musine
穆西內木
Mussibi
(Mutenyé)
安哥拉紅木

Maquira coriacea (H.Karst.)

Brazil 巴西

C.C.Berg

Autranella Congo 剛果 lensis

Angola 安哥拉
A. Chev.
Cameroon 喀麥隆
(Syn. Mimusops Congo 剛果 lensis
De Wild.)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Congo 剛果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Nigeria 奈及利亞
Pterocarpus angolensis DC.

Kungulu
Elang,
Elanzok
Bouanga
Mfua
Mukulungu
Akola
Uku

Siparuna spp.
Olea hochstetteri Baker

UK 英國

East African olive

Guibourtia coleosperma

Zimbabwe 辛巴威

Muzaule

J. Léon
(Syn. Copaifera coleosperma
Benth.)

UK 英國

African Rosewood,
Copalier,
False Mopane,
Mushibi,
Musibi,
Mussive,
Muzaule,
Muxibe,
Rhodesian copalwood

Africa 非洲

Anzem,
Bengi

Croton megalocarpus Hutch.

J. Léon

Mutondo
安哥拉准鞋木

Capinuri,
Muiratinga

Burkea africana Hook.

Guibourtia arnoldiana

Mutaco
類梣非洲楝

Legno Satino,
Ferolia
Palo de Oro
Bloodwood

Entandrophragma spicatum
(C.DC.) Sprague
(Syn. Entandrophragma
ekebergioides (Harms)
Sprague
Syn. Wulfhorstia
ekebergioides Harms)
Funtumia africana (Benth.)
Stapf

Funtumia elastica (P.Preuss)
Stapf

Funtumia latifolia (Stapf)
Stapf
Muziga
背景木
N’téné
香脂蘇木

Warburgia ugandensis
Sprague

Copaifera religiosa J. Lé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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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Naga
短蓋豆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Brachystegia cynometroides
Harms

Brachystegia eurycoma
Harm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meroon 喀麥隆
Ekop-Nag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Meblo
Gabon 加彭
Mendou
Liberia 賴比瑞亞
Tebako
Nigeria 奈及利亞
Okwen
Sierra Leone 獅子山
Bogdei

Brachystegia leonensis
Hutch. & Davy

UK 英國

Okwen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Honduras 宏都拉斯
Mexico 墨西哥
Panama 巴拿馬
Venezuela 委內瑞拉

Pau-Mulato Brancho
Guayabo Leon
Almendro
Canshan
Amarillo Carabazuelo
Pardillo Negro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Liberia 賴比瑞亞
Sierra Leone 獅子山

Niangon
Ogoue
Nyankom
Whismore
Yami

Brachystegia nigerica Hoyle
& A.P.D. Jones
Nargusta
亞馬遜欖仁

Terminalia amazonia
(J.F.Gmel.) Exell.

Terminalia guyanensis
Eichler
Nganga
喃喃果木
Niangon
非洲銀葉樹

Cynometra spp.
Cynometra hankei Harms
Tarrietia utilis (Sprague)
Sprague
(Syn. Heritiera utilis
(Sprague) Sprague)

Tarrietia densiflora Aubr. &
Normand
(Syn. Heritiera densiflora
(Pellegr.) Kosterm.
Nieuk
菲爾豆
Niové
尼奧維

Fillaeopsis discophora
Harms

Staudtia Gabon 加彭 ensis Warb.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Staudtia kamerunensis
Warb.

Staudtia stipitata Warb.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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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ga-Menga
M'Bonda,
Menga-Menga
Molanga
Bokapi
M'Boun,
Niove
Kamashi,
Susumenga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Nyatoh
尼亞杜山欖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Palaquium spp.

Palaquium gutta (Hook.)
Burck
(Syn. Palaquium acuminatum
Burck)

Palaquium hexandrum
(Griff.) Baill.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India 印度
Pali
Indonesia 印尼
Nyatoh
Malaysia 馬來西亞
Nyatoh,
Mayang
Taban,
Riam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Pencil Cedar
Philippines 菲律賓
Nato
Thailand 泰國
Kha-Nunnok
Vietnam 越南
Chay

Palaquium maingayi Engl.
Palaquium rostratum (Miq.)

Netherlands 荷蘭
UK 英國

Balam
Padang

Cameroon 喀麥隆

Adoum,
African Greenheart,
Bokoka
N'Duma
Bouemon
Edoum,
Oduma
Adadua,
Benya,
Denya
Okan

Burck

Palaquium xanthochymum
Pierre ex Burck

Payena spp.
Payena maingayi C.B. Clarke
Madhuca motleyana (de

Obéro
赤非夾竹桃

Odzikouna
歐基寇納木
Okan
金奧卡

Vriese) J.F.Macbr.
(Syn. Ganua motleyana (de
Vriese) Pierre ex Dubard)
Picralima nitida (Stapf)
T.Durand
(Syn. Picralima klaineana
Pierre)
Scytopetalum spp.

Cylicodiscus gabunensis
Harms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Okoué
奧克
Okoumé
歐寇美

Baphia nitida Lodd.
Baphia pubescens Hook.f.
Aucoumea klaineana Pierre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UK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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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umi
Okumé,
N’Goumi,
Okoumé,
Angouma

Gaboon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Olon
軟崖椒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Fagara heitzii Aubrev. &
Pellegr.

Olonvogo
硬崖椒

Zanthoxylum gilletii (De

Onzabili
翁扎比利

Antrocaryon micraster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meroon 喀麥隆
Bongo
Congo 剛果
M'Banz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Kamasumu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Olong
Gabon 加彭
Olon

Wild.) P.G.Waterman
(Syn. Fagara inaequalis
Engl.
Syn. Fagara macrophylla
Engl.
Syn. Fagara tessmannii
Engl.)
A. Chev.& Guill.

Antrocaryon klaineanum
Pierre

Antrocaryon nannanii De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N’Gongo
Angonga
Akoua
Anguekong
Onzabili
Aprokuma
Mugongo

Portugal 葡萄牙

Mongongo

Cameroon 喀麥隆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Sikon
Koframire
Osanga

Gabon 加彭

Ossoko,
Sogho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Amazakoue
Palissandro
Ovengkol
Hyeduanini,
Anokye

USA 美國

Mozambique

Cameroon 喀麥隆
Gabon 加彭

Ngale
Afo,
Ovoga
Inoi
Assia
Ozigo,
Assia

Wild.
Orey
大葉漆

Campnosperma panamense
Standl.

Campnosperma gummifera
(L). March.
Osanga
歐山軋木

Pteleopsis hylodendron

Ossimiale
紐敦豆

Newtonia leucocarpa Gilb. &

Ossoko
阿育王木

Scyphocephalium ochocoa

Mildbr.

Bout.
(Syn. Piptadenia leucocarpa
Harms)
Warb.

Scyphocephalium mannii
Warb.
Ovengkol
歐凡柯爾

Guibourtia ehie (A.Chev.)

Ovoga
富油紅樹

Poga oleosa Pierre

Ozigo
毆及果木

Dacryodes buettneri (Engl.)

J. Léonard

H.J. Lam.
(Syn. Pachylobus buettneri
Engl.)

Nigeria 奈及利亞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ermany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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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a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Ozouga
非洲硬鐵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acoglottis gabonensis Urb.

Paco
帕科木
Padauk
Amboyna
花梨木

Ptaeroxylon obliquum Radlk.

Padouk
d’Afrique
非洲紫檀

Pterocarpus indicus Willd.
(Syn. Pterocarpus vidalianus
Rolfe)

Pterocarpus osun Craib.
Pterocarpus soyauxii Taub.
Pterocarpus tinctorius Welw.

Paldao
巴嶄胡桃木

Dracontomelon dao (Blanco)
Merr. & Rolfe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meroon 喀麥隆
Bedwa,
Bidou,
Bodoua,
Edoue,
Eloue
Congo 剛果
Niuka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Akouapo,
Tougbi
Gabon 加彭
Essoua,
Ozouga
Ghana 加納
Ozouga,
Nigeria 奈及利亞
Atala,
Tala,
Ugu
Sierra Leone 獅子山
Kpowuli

Andaman-Padauk
Sena,
Sonokembang
Linggua
Angsana
Amboina
Malaysia 馬來西亞
Sena
Myanmar 緬甸
Pashu-Padauk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Png-Rosewood
Philippines 菲律賓
Manila-Padouk,
Narra
Vitali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Japan 日本

Amboine/Amboyna or
Padouk
Amboine/Amboyna or
Padouk
Amboyna or Padouk
Karin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Nigeria 奈及利亞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Tacula
Mbel
Kisese
Palo rojo
Mbel
Osun
Padouk
Mongola,
Mukula,
N’Gula

Germany 德國
Belgium 比利時
Italy 義大利
Netherlands 荷蘭
UK 英國

Padauk
Corail
Paduk
Padoek
African Padauk,
Barwood,
Camwood,
Padauk

Malaysia 馬來西亞
Philippines 菲律賓

Sengkulang
Dao,
Ulandug,
Lamio

Dracontomelon edule Ske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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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Palissandre
d'Asie
巴里黃檀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Dracontomelon sylvestre Bl.
Dalbergia bariensis Pierre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ambodia 柬埔寨
Laos 寮國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East Indian Palisander
East Indian rosewood
Neang Nuon
Palissandre d’Asie
Tamalan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Bois de rose de
Madagascar
Madagascar rosewood

Matt.

Brazil 巴西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au Rosa
Bois de rose femelle

Machaerium scleroxylon Tul.

Brazil 巴西

Caviuna,
Jacarand,
Pau Ferro
Morado
Palissandre de Santos

Dalbergia cambodiana Pierre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Pierre

Dalbergia latifolia Roxb.
Dalbergia oliveri Prain

Palissandre
de
Guatemala
瓜地馬拉黃檀
Palissandre
de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黃檀

Dalbergia sissoo Roxb.
Dalbergia tucurensis Donn. Sm.

Dalbergia spp.
Dalbergia louveli R.Vig.
Dalbergia monticola Bosser
& R. Rabev.

Dalbergia normandii Bosser
& R. Rabev.

Dalbergia purpurascens Baill.
Dalbergia xerophila Bosser
& R. Rabev.
Palissandre
de Rose
玫瑰黃檀
Palissandre
de Santos
桑托斯黃檀

Dalbergia decipularis Rizz. &

Bolivia 玻利維亞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alissandre
Honduras
宏都拉斯黃檀
Palissandre
Panama
巴拿馬黃檀
Palissandre
Para
帕拉黃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Standl.

Dalbergia darienensis Rudd.

Dalbergia spruceana Benth.

Brazil 巴西

Caviuna
We-We
Jacaranda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Spain 西班牙
UK 英國

Palissandre Rio
Palissander
Palisandro
Brazilian Rosewood
Jacaranda Pardo
Brazilian Rosewood
Shitan

USA 美國
Japan 日本
Palissandre
Rio
力拓紅木

Dalbergia nigra (Vell.) Allem.
ex Benth.

－718－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Panacoco
帕那科科木

Pao rosa
黃檀木

Parapara
帕拉芸香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Swartzia leiocalycina Benth.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Brazil 巴西
Carrapatinho,
Coraçao de Negro,
Gombeira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Bois Perdrix,
Ferreol,
Panacoco
Guyana 蓋亞那
Agui,
Banya,
Wamara
Suriname 蘇利南
Gandoe,
Ijzerhart,
Zwart Parelhout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Wamara
Ironwood,
Wamara

Bobgunnia
madagascariensis (Desv.)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Nigeria 奈及利亞

Nom Nsas
Kisasambra
Boto
N’Guessa
Nsakala
Oken
Pau Ferro
Udoghogho

J.H. Kirkbr. & Wiers.
(Syn. Swartzia
madagascariensis Desv.)
Jacaranda copaia Aubl.

Brazil 巴西

Carnauba da Matta,
Para-Para
Chingale
Copaia,
Faux Simarouba
Gualandai
Goebaja
Abey,
Cupay
Bacuri,
Bacuri-Açu,
Bacuriuba
Matazama
Parcouri
Pakuri
Goelhart,
Pakoeli

Bobgunnia fistuloides
(Harms) J.H. Kirkbr. &
Wiersema
(Syn. Swartzia fistuloides
Harms)

Colombia 哥倫比亞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Panama 巴拿馬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Parcouri
帕可抽木

Platonia insignis Mart.

Brazil 巴西

Ecuador 厄瓜多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Pashaco
帕莎科木
Pau amarelo
保羅黃皮樹
Pau marfim
(Peroba
rosa)
盾籽木

Parkia velutina Benoist
Euxylophora paraensis
Huber

Aspidosperma spp.

Belize 貝里斯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atemala 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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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ady
Gavetillo
Araracanga,
Ararauba,
Jacamin
Copachi
Quillo Caspi
Kiantioutiou,
Koumanti Oudou
Chichica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Guyana 蓋亞那
Honduras 宏都拉斯

Pau mulato
鐵蘇木
Pau rosapau
保羅羅莎加索爾木
Pau Roxo
紫心木

Calycophyllum spruceanum

Mexico 墨西哥
Panama 巴拿馬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Ecuador 厄瓜多

(Benth.) K. Schum.
Rhamnus zeyheri Sond.

UK 英國

Pink Ivory

Peltogyne maranhensis

Brazil 巴西

Jatobazinho,
Guarabu,
Roxinho
Tananeo
Koroborelli,
Merawayana,
Saka
Palo de Rosa,
Pau Morado
Dastan,
Kocolorelli,
Malako

Ducke
Colombia 哥倫比亞
Guyana 蓋亞那

Mexico 墨西哥
Suriname 蘇利南

France 法國
Netherlands 荷蘭
UK 英國

USA 美國

Penaga
鐵力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Shibadan
Chaperna,
Chapel
Volador
Alcarreto
Pumaquiro
Kormanti kopi
Nielillo Negro
Capirona

Mesua ferrea L.

India 印度

Malaysia 馬來西亞

Bois Pourpre
Bois Violet
Purpurheart
Amarant,
Purpleheart,
Violetwood
Amarant,
Purpleheart,
Violetwood
Agacuram,
Atha,
Mallaynangai,
Naga Sampige,
Nagappu,
Nangil,
Nangu,
Nangul,
Suruli
Churuli,
Nagacampakam,
Nagapoovu,
Nanku,
Vayanavu

UK 英國

Iron wood tree

Pernambouc
巴西紅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Lam.

Brazil 巴西

Peruvian
Pepper
祕魯胡椒橶

Schinus molle L.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Brasileto, Ibirapitanga,
Orabutá,
Pernambuco,
Pau Brasil,
Pau Rosado
Arveira
Pimi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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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Pillarwood
柱紅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irul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Poivre Rosé
California Pepper Tree,
Chilean Pepper Tree,
Mastic Tree,
Molle,
Pepper Berry Tree,
Pepper Tree,
Peruvian Mastic,
Peruvian Pepper Tree, Pink
Pepper,
Weeping Pepper

Belize 貝里斯
Brazil 巴西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Suradanni
Acuarana,
Sangue De Boi,
Urucurana
Mascarey
Mascaré
Rosita
Nanciton
Trompillo
Piquia
Almendrillo,
Almendron,
Cagui
Aji,
Ajillo
Pekia
Sawarie

Citharexylum fruticosum L.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Fiddlewood

Tabebuia donnell-smithii

UK 英國

Gold Tree

Indonesia 印尼

Punal,
Bang Kalis,
Paya
Punam,
Ponga,
Peda,
Entuyut,
Amat,
Tuyut

Cassipourea spp.
Cassipourea malosana

Pilon
皮隆木

Piquia
圓盾籽木

(Baker) Alston
(Syn. Cassipourea elliottii
(Engl.) Alston)
Hieronyma spp.

Caryocar spp.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Honduras 宏都拉斯
Nicaragua 尼加拉瓜
Venezuela 委內瑞拉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Caryocar costaricense Donn.
Sm.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Platano
普拉塔諾木
Pombeira
大花琴木
Primavera
白桃花心木
Punah
四裂木

Pouteria spp.

Rose

Tetramerista glabra Miq.

Malaysia 馬來西亞

Pyinkado
金車花梨木
Quaruba
獨蕊木

Xylia spp.
Vochysia spp.

Guyana 蓋亞那

Vochysia guatemalensis
Don. 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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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balli,
San Juán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Vochysia schomburgkii
Warm.
Ramin
白木

Gonystylus bancanus (Miq.)

Indonesia 印尼

Kurz

Gonystylus macrophyllus

Malaysia 馬來西亞

(Miq.) Airy Shaw
(Syn. Gonystylus
philippinensis Elm.)

Gonystylus reticulatus (Elm.)

Philippines 菲律賓
New Caledonia 所羅門群島

Merr.

Rengas
連加斯木

Gluta spp.

Switzerland 瑞士

Akenia

Malaysia 馬來西亞

Jalang,
Kerbau,
Rengas
Thayet-Thitsi
Rengas,
Tembaga
Rakban

Myanmar 緬甸
Indonesia 印尼
Thailand 泰國
Resak
裂香木
Rikio
日克原木

Vatica spp.
Uapaca spp.

Cameroon 喀麥隆

Uapaca guineensis Müll. Arg.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Nigeria 奈及利亞
Rosawa
Gmelina vitiensis (Seem)
太平洋柚木
A.C. Sm.
Rose of the Mountain Brownea spp.
冠木
Sabicu
Lysiloma latisiliquum (L.)
薩比庫
Benth.
Saboarana
鐵大豆
Safukala
黑毛蠟燭木

Swartzia benthamiana Miq.

Sal
柳桉

Shorea obtusa Wall.

Sali
四欖木

Garu-Buaja,
Akenia,
Medang Keram
Melawis,
Ramin Batu,
Ramin Telur,
Ahmin
Lantunan-Bagio
Ainunura,
Latareko,
Petata,
Fungunigalo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Guyana 蓋亞那

Borikio,
Rikio,
Rikio Riviere
Borikio,
Rikio,
Rikio Riviere
Abo Emido,
Yeye

False Tamarind,
Tsalam,
Tzalam
Guyana Rosewood,
Wamara

Dacryodes pubescens
H.J. Lam
(Syn. Pachylobus pubescens
Engl.)

Shorea robusta C.F. Gaertn.
Tetragastris spp.

Asie du Sud-Est 東南亞

Rang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Almesca
Aguarras,
Palo de Cerdo
Encens rouge,
Gommier
Haiawaballi
Kerosen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Nicaragua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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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Sandalwood
檀香
Sapelli
沙比利桃花心木

Sapucaia
正玉蕊

Saqui-Saqui
沙圭木棉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Masa,
Palo de aceite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Indian Sandalwood, Santal
Blanc
Angola 安哥拉
Undianuno
Cameroon 喀麥隆
Assié-Sapelli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中非
M’Boyo
Congo 剛果
Undianuno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Aboudikro
Ghana 加納
Penkwa
Nigeria 奈及利亞
Sapele
Uganda 烏干達
Muyovu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ifaki

Santalum album L.
Entandrophragma
cylindricum Sprague

Eschweilera grandiflora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Sapelli-Mahagoni
Sapele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Sapucaia
Sapukaina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Cedro Espino,
Cedro Espinoso,
Cedro Tolua,
Pochote
Cedro Tolua,
Ceiba Tolua,
Cedro Macho
Saqui Saqui,
Cedro Dulce,
Murea
Buruta,
Ceylon Satinwood,
East Indian Satinwood
Krakas
Sindur
Sepetir,
Meketil,
Saputi,
Sepeteh,
Petir,
Petir-Sepetir Pay or
Swamp-Sepetir,
Sepetir Nin-Yaki
Supa
Krathon,
Maka-Tea

(Aubl.) Sandwith
(Syn. Lecythis grandiflora
Aubl.)

Lecythis pisonis Cambess.
Bombacopsis quinata (Jacq.)
Dugand

Colombia 哥倫比亞

Venezuela 委內瑞拉

Satin Ceylan
緞傑蘭木

Chloroxylon swietenia DC.

Asia 亞洲

Sepetir
白花木

Sindora spp.

Cambodia 柬埔寨
Indonesia 印尼
Malaysia 馬來西亞

Sindora affinis De Wit
Sindora coriacea (Baker)
Prain

Sindora echinocalyx Prain
Sindora siamensis Teijsm. ex Miq.
Sindora velutina Baker
(Syn. Sindora parvifolia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Backer)

Pseudosindora palustris
Sym.
(Syn. Copaifera palustris
(Sym.) De Wit)
Seraya,
white (White

Parashorea malaanonan

Indonesia 印尼

M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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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an,
Urat Mata,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Lauan)
白柳桉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Parashorea plicata Brandis

Wyatt-Smith ex Ashton

Malaysia 馬來西亞
Myanmar 緬甸
Philippines 菲律賓

Parashorea tomentella Sym.

Vietnam 越南

Parashorea macrophylla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Belutu,
White Seraya
Urat Mata
Thingadu
Bagtikan,
White Lauan
Cho-Chi

Meijer
Sesendok
黃桐木

Endospermum spp.

Simpoh
五腳梨

Dillenia spp.
Dillenia aurea Sm.
Dillenia eximia Miq.

Sipo
西伯桃花心木

Slangehout
史朗侯特木
Sobu
總武木

Entandrophragma utile
Sprague

Fiji 斐濟
Indonesia 印尼

Kauvula
Bakota,
Sendok-Sendok
Malaysia 馬來西亞
Ekor,
Sendok-Sendok,
Terbulan
Philippines 菲律賓
Gubas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Basswood,
Endospermum
Indonesia 印尼
Sempur,
Simpur
Malaysia 馬來西亞
Simpor
Myanmar 緬甸
Mai-Masan,
Zinbyum
Philippines 菲律賓
Katmon,
Masan
Thailand 泰國
San,
Angola 安哥拉
Kalungi
Cameroon 喀麥隆
Asseng-Assié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Sipo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Abebay
Gabon 加彭
Assi
Ghana 加納
Utile
Nigeria 奈及利亞
Utile
Uganda 烏干達
Mufumbi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Liboyo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Sipo-Mahagoni
Utile

Suriname 蘇利南

Hububalli

Parinari excelsa A.Chev, ssp.
holsti Engl.
(Syn. Parinari tenuifolia

Liberia 賴比瑞亞
Nigeria 奈及利亞

A. Chev.)

Bowdichia nitida Benth.

Senegal 塞內加爾
Tanzania 坦桑尼亞
Uganda 烏干達
Brazil 巴西

Diplotropis martiusii Benth.

Colombia 哥倫比亞

Diplotropis purpurea (Rich.)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Kpar
Esagko,
Inyi
Mampata
Mubura
Mubura
Sucupira,
Sapurira
Arenillo,
Zapan Negro
Coeur dehors,
Baaka
Tatabu

Loxopterygium sagotii
Hook f.

Cleistopholis patens Engl. &
Diels.

Cleistopholis glauca Pierre
ex Engl.& Diels.
Sougué
大薑餅木

Sucupira
鮑迪豆木

Amsh.
Guyana 蓋亞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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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Sumauma
吉貝

Suren
紅楝子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Peru 秘魯
Chontaquiro,
Huasai-Caspi
Suriname 蘇利南
Zwarte Kabbes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ongrio,
Alcornoque
Ceiba pentandra (L.) Gaertn.
Bolivia 玻利維亞
Ceiba,
Mapajo
Ceiba samauma (Mart. &
Toborochi,
Zucc.) K.Schum.
Brazil 巴西
Sumauma
Paneira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Ceiba,
Ceibon,
Inup,
Piton,
Panya
Colombia 哥倫比亞
Ceiba,
Bonga
Ecuador 厄瓜多
Ceiba Uchuputu,
Guambush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Mahot coton,
Fromager,
Bois coton
Guyana 蓋亞那
Kumaka,
Silk Cotton
Peru 秘魯
Ceiba,
Huimba
Suriname 蘇利南
Kankantrie,
Koemaka
Venezuela 委內瑞拉
Ceiba Yucca,
Ceiba
Toona sureni (Bl.) Merr.
Cambodia 柬埔寨
Chomcha
(Syn. Toona febrifuga
India 印度
Toon
Roem.)
Indonesia 印尼
Surian,
Limpagna
Toona ciliata M. Roem.
Malaysia 馬來西亞
Surea-Bawang
(Syn. Cedrela toona (Roxb.
Myanmar 緬甸
Thitkado
ex Rottler)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紐幾內亞 Red Cedar
Philippines 菲律賓
Calantas,
Toona calantas Merr. & Rolfe
Thailand 泰國
Toon,
Yomham
Toona australis (F. Muell.) Harms Vietnam 越南
Xoan-Moc

Australia 澳洲
UK 英國
USA 美國
Suya
蘇雅木

Pouteria speciosa (Ducke)

Brazil 巴西

Baehni
Guyana 蓋亞那

Tali
塔理木

Erythrophleum spp.
Erythrophleum suaveolens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Brenan (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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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Cedar,
Moulmein Cedar,
Burma Cedar
Moulmein Cedar,
Burma Cedar
Pajura,
Pajura de Obidos
Chuya,
Durban Pine,
Por,
Suya
Elone
N'Kassa
Alui,
Tal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Erythrophleum guineense
G. Don.)

Erythrophleum ivorense
A. Chev.

Tamboti
螺穗木
Tani
斯氏隱萼豆木
Tanimbuca
春子木
Tapiá
魚木
Tasua
阿摩楝
Tatajuba
乳桑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Eloun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Elondo
Gabon 加彭
Eloun
Ghana 加納
Potrodom
Guinea-Bissau 幾內亞比索
Mancone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Missanda
Nigeria 奈及利亞
Sasswood
Senegal 塞內加爾
Tali
Sierra Leone 獅子山
Gogbei
Tanzania 坦桑尼亞
Mwavi
Zambia 尚比亞
Muave

UK 英國

Missandra

Brazil 巴西

Kanakudiballi

Brazil 巴西

Amapa-Rana,
Tatajuba
Bagasse Jaune
Gele Bagasse
Imbirena
Wadara
Couatari,
Inguipipa,
Maho Cigare,
Tabari
Ingipipa
Capa de Tabaco,
Tampipio
Tola Chinfuta
Nom Sinedon
Kitola,
Tchitola
Akwakwa,
Tshibudimbu
Emola,
M'Babou
Lolagbola
Sagwan
Jati,
Tek
May Sak
Kyun
May Sak
Giati,
Teck

Spirostachys africana Sond.
Cryptosepalum staudtii
Harms

Buchenavia spp.
Alchornea triplinervia
(Spreng.) Müll.Arg.
Aglaia spp.
(Syn. Amoora spp.)

Bagassa guianensis Aubl.

Tauari
Couratari spp.
三出破布木或纖皮玉
蕊木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Brazil 巴西
Guyana 蓋亞那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Tchitola
尖柱蘇木

Oxystigma oxyphyllum
(Harms J. Léon.)
(Syn. Pterygopodium
oxyphyllum Harms)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Teak
柚木

Tectona grandis L.f.

Nigeria 奈及利亞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Laos 寮國
Myanmar 緬甸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Tembusu
灰莉

Fagraea fragrans Roxb.

France 法國
Germany 德國

Teck
Burma-Rangoon-Java
Teak

Cambodia 柬埔寨

Tatro,
T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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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Tento
帕拉州紅豆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Ormosia spp.
Ormosia coutinhoi Ducke

Terminalia,
brown
棕欖仁
Terminalia,
yellow
黃欖仁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Fiji 斐濟
Buabua
Malaysia 馬來西亞
Temasuk
Myanmar 緬甸
Anan,
Ananma
Philippines 菲律賓
Urung
Brazil 巴西
Buiucu,
Tento
Colombia 哥倫比亞
Chocho,
Choco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Agui,
Caconnier Rouge,
Neko-Oudou
Guyana 蓋亞那
Barakaro
Peru 秘魯
Huaryoro
Puerto Rico 波多黎各
Palo de Matos
Suriname 蘇利南
Kokriki
Venezuela 委內瑞拉
Peonia

Terminalia catappa L.

Terminalia complanata
Schum.

Terminalia longispicata V. Sl.
Terminalia sogerensis
Baker f.
Thinwin
白花崖豆木

Phaseolodes pendulum

Tiama
安哥拉楝

Entandrophragma angolense

(Benth.) Kuntze
(Syn. Millettia pendula
Benth.)

Entandrophragma
congoense A. Chev.

Timbo
尚氏象耳豆木

Angola 安哥拉

C. DC.

Enterolobium
contortisiliquum

Congo 剛果
Côte d’Ivoire 象牙海岸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Gabon 加彭
Ghana 加納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Tiama-Mahagoni
Gêdu-Nohor

South America 南美洲

Caro-Caro,
Orejero,
Pacara Earpod Tree,
Tamboril,
Timbo-Colorado,
Timbo

Angola 安哥拉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Tola branca
Sinedon
Tola,
Tola blanc
Emolo

(Vell.) Morong

Tipa
道克巴巴
Tola
(Oduma)
香脂蘇木

Acuminata,
Livuité
Kiluka
Tiama
Dongomanguila
Abeubêgne
Edinam
Gêdu-Nohor
Mukusu
Lifaki,
Vovo

Tipuana tipu O. Ktze
Gossweilerodendron
balsamiferum Harms
Gossweilerodendron joveri
Normand ex Aubrev.

Gabon 加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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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Nigeria 奈及利亞
Agba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Ntola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Toubaouaté
代德蘇木
Trebol
杜列波爾木

Didelotia brevipaniculata
J. Léon.

Platymiscium spp.

Belize 貝里斯
Brazil 巴西

Platycyamus regnellii Benth.
Colombia 哥倫比亞

Platymiscium pinnatum
(Jacq.) Dugand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Platymiscium trinitatis Benth.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Syn. Platymiscium duckei
Honduras 宏都拉斯
Hub.)

Tsanya
溝木

Tualang
樹王木

Platymiscium ulei Harms.
Pausinystalia macroceras

Mexico 墨西哥
Peru 秘魯
Venezuela 委內瑞拉

Granadillo
Jacaranda do Brejo,
Macacauba
Guayacan trebol,
Trebol
Coyote,
Cristobal
Granadillo
Granadillo
Granadillo
Cumaseba
Roble

Pierre ex Beille
(Syn. Corynanthe bequaertii
De Wild.)

Corynanthe paniculata Welw.
Koompassia excelsa (Becc.)

Southeast Asia 東南亞

Taub.

Umgusi
津巴

Baikiaea plurijuga Harms

East Africa 東非

Umiri
正核果木

Humiria balsamifera var.
floribunda (Mart.) Cuatrec.
(Syn. Humiria floribunda

Brazil 巴西
Colombia 哥倫比亞
Ecuador 厄瓜多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Mart.)

Guyana 蓋亞那

Peru 秘魯
Suriname 蘇利南

Urunday
梣葉斑紋漆木

Agba,
Tola branca
Agba

Astronium balansae Engl.

Venezuela 委內瑞拉
Argentina 阿根廷

Astronium concinnum Schott
Astronium graveolens Jacq.

Bolivia 玻利維亞
Brazil 巴西

Astronium urundeuva Engl.
Paraguay 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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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 Bee Tree,
Mangaris,
Mengaris,
Toale
Mukusi,
Rhodesian Teak,
Zambia 尚比亞 n Teak,
Zambesi Redwood
Umiri
Oloroso
Chanul
Bois Rouge,
Houmiri
Bastard Bulletwood,
Meri,
Tauaranru,
Tauroniro
Quinilla Colorado
Basra Bolletrie,
Blakaberi,
Tawanonero
Nina
Urunday del Noroeste,
Urunday-Mi,
Urundel
Cuchi
Arindeúva,
Aroeira-do-Sertão,
Aroeira Preta,
Urindeúva
Urunde'y Mi

Ch.44
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Vene
非洲花梨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Pterocarpus erinaceus Poir.
(Syn. Pterocarpus africanus
Hook.)

Vésàmbata
威聖巴塔木
Virola
巴婆緣木

Oldfieldia africana Benth. &

Wacapou
美洲阿卡普木

Vouacapoua spp.

Hook.f.
Virola spp.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中南美 Bois de Zèbre,
洲
Bossona
Mura,
Tigerwood,
Urunday-Para,
Zebrano
Zebrawood,
Zorrowood
Burkina-Faso 布吉納法索
Goni,
Guenin
Equatorial Guinea 赤道幾內亞
Pau Sangue
Guinea 幾內亞
Ven
Guinea-Bissau 幾內亞比索
Pau Sangue
Mali 馬利
Goni,
Ven,
Vene
Nigeria 奈及利亞
Vene
Senegal 塞內加爾
Ven,
Vene

Central America 中美洲

Banak,
Sangre,
Palo de Sangre,
Bogamani,
Cebo,
Sangre Colorado
Colombia 哥倫比亞
Sebo,
Nuanamo
Ecuador 厄瓜多
Chaliviande,
Shempo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Yayamadou,
Moulomba
Guyana 蓋亞那
Dalli
Honduras 宏都拉斯
Banak
Peru 秘魯
Cumala
Suriname 蘇利南
Baboen,
Pintri
Trinidad and Tobago 千里達及托巴 Cajuea
哥
Venezuela 委內瑞拉
Virola
Cuajo,
Sangrino,
Camaticaro,
Otivo

UK 英國

Dalli

Brazil 巴西

Acapu,
Ritangueira
Bois Perdrix,
Bounaati,
Epi de Blé
Sara,
Sarabebeballi,
Tatbu
Brunihart,
Wacapoe

French Guine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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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Walaba
木莢蘇木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Eperua spp.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UK 英國
USA 美國

Tatbu
Partridgewood

Brazil 巴西

Apa,
Apazeiro,
Copaibarana,
Espadeira
Bioudou,
Wapa
Ituri Wallaba,
Wallaba
Walaba
Uapa,
Palo Machete

French Guiana 法屬圭亞那
Guyana 蓋亞那
Suriname 蘇利南
Venezuela 委內瑞拉
Wamara
高油性紅酸枝
Wamba
萬巴

Bocoa prouacensis Aubl.
Tessmannia africana Harms
(Syn. Tessmannia
claessensii De Wild.)
Tessmannia lescrauwaetii
(De Wild.) Harms

Wengé
非洲雞翅木

Millettia laurentii De Wild.
Millettia stuhlmannii Taub.

Xoan
楝樹

Melia azedarach L.

Cameroon 喀麥隆
Congo 剛果
Gabon 加彭
Dem. Rep. of the Congo 剛果
Mozambique 莫三比克
Tanzania 坦桑尼亞

Awoung
Wenge
Awong
Wenge
Jambire
Mpande

Germany 德國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Panga-Panga,
Panga-Panga,
Panga-Panga

Bangladesh 孟加拉

Bakarjan,
Ghora Nim,
Mahanim,
Mahnim
Dak hien
Mindi Kechil
Bakain,
Bakarja,
Betain,
Deikna,
Dek,
Drek,
Mallan Nim
Gringging,
Marambung,
Mindi
Bakaina,
Bakaino,
Bakena
Balalunga,
Balagango,
Paraiso
Khian,
Lian,
Lian-Baiyai
Xaon

Cambodia 柬埔寨
China 中國
India 印度

Indonesia 印尼

Nepal 尼泊爾

Philippines 菲律賓

Thailand 泰國

Vietnam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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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名 稱
Pilot-name
Yemane
石梓

學
名
Scientific names
Gmelina arborea Roxb.

Bangladesh 孟加拉

India 印度

Myanmar 緬甸

Nepal 尼泊爾

Thailand 泰國

France 法國

UK 英國

Gmelina,
Melina,
Peuplier d Afrique
Gumar-Teak
Gmelina,
Melina
Beechwood,
Gmelina,
Goomar Teak,
Kashmir Tree,
Malay Beechwood,
White Teak,
Yemane

Cameroon 喀麥隆
Gabon 加彭

Allen Ele
Zingana

Germany 德國
UK 英國

Zebrano
Zebrano,
Zebrawood

Germany 德國
Spain 西班牙

Yungu
核果木
Zingana
斑馬木

當 地 名 稱
Local names
Gamar,
Gamari,
Gomari,
Gumbar,
Gumhar
Gambhar,
Gomari,
Gumhar,
Kambhari,
Sewan
Mai Saw,
Yemane,
Yemani,
Yemari
Gamari,
Gambari,
Gumhari,
Khamari
Gumari,
Saw,
So,
So-maeo

Drypetes gossweileri
S. Moore

Microberlinia spp.
Microberlinia bisulcata
A. Chev.

Microberlinia brazzavillensis
A. 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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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六十四章之靴、鞋及其配件。
（b）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配件。
（c）第九十五章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總

則

軟木幾乎取自生長於南歐及北非軟木橡樹（槲屬軟木）之外層樹皮。
第一次條割下來之樹皮稱之為原皮軟木（virgin cork），木質較硬、脆、無彈性、品質較差、價值較低。其外
層表面已有鼓起及開裂現象，唯其內層表面為黃色而帶紅斑點。
隨後之產品在商業上而言是較重要的。其質密且均勻，雖其外表仍有裂隙但比原皮軟木（virgin cork）則其粗糙面
要少得多。
軟木為淡色，具彈性、可壓縮性、可撓性、防水、防腐及對熱與聲音皆為不良導體。
本章包括所有形式的天然軟木及凝聚軟木（含軟木及凝聚軟木製品在內）但第 45.03 節註解末端所列舉「除
外」之物品則不包括在內。

45.01-天然軟木，未加工或簡單加工者；廢軟木、打碎、成粒狀或磨碎之軟木。
4501.10-天然軟木，未加工或簡單加工者
4501.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天然軟木，未加工或簡單加工者。未加工軟木係從軟木橡樹經條割所得之一種彎曲片狀者。天然軟木經簡
單加工者，包括軟木表面經刮削，或經其它方式潔淨處理者（如表面予以炭化處理），但表層仍維持裂開，
或是淨邊處理去除不適當部分者（修邊軟木）。軟木以殺菌劑處理或以熱水或蒸汽處理之後壓擠成扁平狀
者，也列舉本節；但軟木經去除（除去外皮）或經粗製成正方形者則不包括（第 45.02 節）。
（2）天然軟木或凝聚軟木之廢品（即鉋片、廢片及刮削片）一般使用於碎、粒狀或粉狀軟木之製造。其包括車
床廢屑片等之軟木絲形式之廢軟木，有時也被當做充填材料之用。
（3）碎、粒狀或粉狀之軟木，由原皮軟木或廢軟木製得，主要係使用於凝聚軟木、油氈或糊牆品之製造。粒狀
軟木也被用作隔音、隔熱之材料，另亦有之身份被用於包裝水果。碎粒狀或粉狀軟木，假如經著色、浸漬、
以熱處理烘烤或使其膨脹者仍列屬於本節；但凝聚軟木則不包括（第 45.04 節）。

45.02-天然軟木，去皮或粗製方形者，或呈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塊狀、板狀、片狀或扁條
狀者（包括已切邊加工供作瓶塞材料者）。
本節包括天然軟木半製品。
（1）以鋸或其他方法除去軟木外皮之表皮者。
（2）以鋸或其他方法將表皮及內皮切成大致方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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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第 45.0 節之大面積軟木經切成薄片及切邊成直角之長方形（包含方形）塊狀、板狀、片狀或條狀等
方式。
此類產品無論是否由數層軟木疊合並經膠合者仍本節分類之範圍。
塊狀、板狀、片狀及條狀等切成長方形（包含方形）以外之形狀，亦被當作軟木製品（第 45 .03 節）
軟木片可用紙或織品來補強，包含成捲很薄之軟木條，以作為香煙濾嘴之用途，也歸列本節（軟木製紙乃很
薄之軟木片或軟木條，甚至有時無紙張被覆者）。
本節也包括已切邊加工供做瓶塞材料者，切邊之立方體或方形半製品，這些包括切自二或多層膠合組成之半
製品。但第 45.03 節，圓形切邊之類似產品則不包含在內。

45.03-天然軟木製品(＋)。
4503.10-軟木塞。
4503.90-其他
本節包括：
（1）天然軟木之各種軟木塞，包括有圓形切邊加工者。軟木塞有時也可以嵌於金屬或橡膠瓶蓋者。傾倒容器用
軟木塞，測量器與用軟木塞及其他軟木塞製品是次要的，在各種場合中均依據製品之種類或材料所給予之
特徵而加以分類。
（2）天然軟木之圓盤，墊圈及封緘，供作為鑲軟木塞襯裡和其他瓶子、甕等封閉用；軟木襯裡或殼模作為瓶頸
內部用。
（3）天然軟木之塊狀、板狀、片狀及軟木條等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以外之形狀者；救生圈、魚網用浮標、
浴墊、桌墊、打字機用或其他墊子。
（4）各種不同種類之天然軟木柄（刀柄等）、墊圈、及襯墊（第 84.84 節所列者除外）。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六十四章之靴、鞋及其配件，包含可調換襯底。
（b）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配件。
（c）第 83.09 節之軟木圓盤襯裡卑金屬鑲軟木蓋。
（d）第 93.06 節之軟木彈墊。
（e）第九十五章之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包含釣魚線用浮標及其配件。

。
。

。

目註解：
第 4503.10 目
第 4503.10 目之軟木塞為天然軟木片經加工成邊角已磨圓之直邊圓柱體、錐形圓柱體或長方形圓柱體。他們
亦可染色、磨光、上臘、穿孔、烙印或染印。某些實心軟木塞頭較大或嵌有金屬、塑膠等瓶蓋者，被用於密閉容
器塞子。中空塞子（或殼塞），被用於包裹如玻璃瓶或陶瓷瓶之玻璃塞。

45.04-凝聚軟木（含膠合劑或未含膠合劑）及凝聚軟木製品。
4504.10-塊、板、片及條，各種形狀之瓦；實心圓筒（包括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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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4.90-其他
凝聚軟木藉壓碎、使成粒狀或粉狀之軟木凝聚製成，通常在熱力及壓力之下，以下任一者：
（1）有加膠合劑（例如未硫化橡膠、膠、塑膠、焦油、動物膠）。
（2）大約在 300℃溫度下未加膠合劑，此種情形下軟木中之天然膠質即作黏著劑之用。
本節之凝聚軟木也可經浸透處理（如用油）或用紙、布來支持補強，但以其不具歸類於第 59 .04 節中之或類
似材料之特性為限。
凝聚軟木可保留天然軟木之大部分特性，尤其為隔熱或隔音之優良材料。在許多情況下添加之膠合劑必需要
求於凝聚時能改善某些軟木之特性，尤其是比重及抗張力或壓縮強度。此外，凝聚軟木具有可直接模造成型之優
點。
凝聚軟木經常做很多相似範圍之產品如第 45.03 節所列，但很少被用於塞子之用途，其比天然軟木較常被用
作金屬瓶蓋之內襯圓片。
凝聚軟木比天然軟木較常大量優先被採用，作為建築材料如軟木嵌板、軟木塊以及模製（圓柱、殼模等），
作為絕緣或熱水保溫、或蒸氣管、石油管線內層、建築工業之伸縮縫以及過濾器之製造等。
本節也不包括第 45.03 節之註解中所列不包括的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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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章註：
1.─本章所稱編結材料係指適於編結、交織或類似加工之材料，包括草、柳條、竹、籐、燈心草、蘆葦、扁木條、
其他植物纖維扁條（如樹皮扁條、狹葉片及拉菲亞棕櫚樹葉片纖維或取自寬葉片之其他條狀物）、未紡之天
然纖維、塑膠單絲、塑膠扁條或紙條，但不包括皮條、組合皮條、氈呢條、不織布條、人髮、馬鬃、紡織用
粗紗或細紗或第五十四章之單絲扁條及類似材料。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48.14 節之壁紙；
（b）已否編結之撚線、繩索或纜（第 56.07 節）；
（c）第六十四章或第六十五章之靴、鞋、帽及其配件；
（d）具有編籃之車輛及車身（第八十七章）；或
（e）第九十四章之物品（如家具、燈及照明設備）
3.─第 46.01 節所稱「以編結材料（編條或類似編結品）平行編結材料產品」係指編結材料、編條及類似編結材料
品，平行排列連結成張之製品，其連結材料不論是否為已紡之紡織材料。

總

則

除絲瓜絡製品外，本章包括由交纏、編織或類似該方法將未經紡紗之材料所製成之半製品（第 46.01 節）及
某些製成品（第 46.01 及 46.02 節）。主要有：
（1）草、柳條、竹、燈心草、籐、蘆葦、木片（即薄木片）、抽製木材，其他植物纖維扁條（或樹皮扁條、狹
葉片及拉菲亞棕樹葉片纖維或取自寬葉片之其他條狀物，例如香蕉樹或棕櫚樹葉片），倘若其狀態或形式
適合作為編結、交纏等成型或類似該過程者。
（2）未紡之天然紡織纖維。
（3）單絲、扁條及第三十九章之類似塑膠材料（但第五十四章之人造纖維材料中，單絲其橫斷面尺寸不超過１
公厘，扁條者其寬度不超過５公厘者均除外）。
（4）紙條（包括紙張經塑膠被覆者）。
（5）某些材料含由紡織物製之心（未紡纖維、綆等）經外繞或外覆塑膠扁條或經塑膠厚塗者，此類產品不再具
有製成心之纖維、綆等之特性者。
以上某些材料，特別是植物材料可經加工處理（例如：劈開、拉伸、削皮等，或用蠟、甘油等浸漬），使其
更適合於編結、交織或類似加工。
就本章之用途，下列將不被考慮做為編結材料及物品或非本章所列之製品：
（i）馬鬃（第 05.11 節或第十一類）。
（ii）人造紡織材料橫斷面未逾 1 公釐之單絲或表面寬度（即摺疊、扁平、壓縮或加撚後寬度）未逾 5 公釐之扁
條及扁平管（包括沿長度摺疊之扁條及扁平管）；不論是否壓縮或加撚，（例如人造草或類似品）（第十
一類）。
（iii）紡織粗紗（上述第５項所述之全部被塑膠所覆蓋之除外）（第十一類 ）。
（iv）紡織紗被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第十一類）。
（v）皮條或組合皮革條（第四十一、四十二章）或氈呢條或不織布條（第十一類）或人髮（第五、五十九、六
十五或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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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下列各項不包括於本章：
（a）鞍具及輓具（第 42.01 節）。
（b）第四十四章之竹製產品或物品。
（c）第 48.14 節所列之壁紙。
（d）撚線、繩索、或纜，即使是以編結或以未紡纖維製成者（第 56.07 節）。
（e）以經紗而無緯紗，由膠黏合成之窄幅織物（第 58.06 節）。
（f）第六十四章所列之鞋靴及其配件。
（g）帽類或其配件，包含第六十五章之帽型。
（h）鞭（第 66.02 節）。
（ij）人造花(第 67.02 節)。
（k）編結之車輛或車身（第八十七章）。
（l）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燈飾品）。
（m）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運動用具）。
（n）帚或刷（第 96.03 節）或裁縫用假人等（第 96.18 節）。

46.01-編條及以編結材料編成之類似產品，不論已否編成長條者；以編結材料（編條及類似編
結產品）平行編結或編織成張者，不論是否為完成品（如墊、蓆、簾幕等）。
-植物材料製成之墊、蓆、簾幕:
4601.21--竹製
4601.22--籐製
4601.29--其他
-其他：
4601.92--竹製
4601.93--籐製
4601.94--其他植物材料製成者
4601.99--其他
（A）編條及類似編結材料之產品，不論是否編成長條者。
本組包含：
（1）編條，此由成股之編結材料纖維所組成，無經或緯，一般用手或機器縱向交纏，藉自然的變化，顏色，
厚度及股數及交纏之方式，可獲得不同的裝飾效果。
此種類之編條亦可藉縫製等方法併接而組合成較寬條之編條。
（2）類似編條之產品，在感覺上它們有相似或類同的用途，雖然其係由他種不同編結方法所製成，唯其亦
可形成類縱向型、長條等形態。此包括：
（a）由二或多股藉搓撚或連接一起或其他方式組合而製成者。（第 46.02 節之裝飾圖案除外)。
（b）由一些未經壓碎之植物材料藉簡單搓撚成繩子而組合製成之成品（如著名之「中國繩」）。
上項貨品主要用於女帽類，但亦有些被用於製造某些家具、鞋、墊、籃子或其它容器。
本節所列之貨品也可包含紡織紗，主要是做為組合或加強之目的，不論是否有補充裝飾之效果。
（B）編結材料，編條以及編結材料之類似產品，平行編結或編織成張者，不論是否為完成品（例如墊、蓆、簾、
幕）。
本組之貨品，可直接由編結材料製成，如本章註解總則之闡釋，亦可由上項（A）段所述之編條或編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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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似品製成者。
這些直接由編結材料製成者，其可經編織成型而成，一般係以經緯織物法編織或以平排並置之平行編結製
成，其平行編結則以橫編結線或線股固定成張狀以維持連續平行狀態。
此類編織物得全部由編結材料組成，或以經線為編結材料而緯線為紡織紗組成，或以緯線為編結材料而經線
為紡織紗組成，但紡織紗其功能（除其附帶所造成之色澤效果外）僅提供結合編結材料之用者為限。
同樣地，假如貨品係由編結材料平行編結而成者，其所用結合材料得為編結材料、紡織紗或其他材料。
上項（A）段所述由編條或以編結材料之類似產品，經平行編結或編織且常用以製成成張之製品。
本組之貨品得由織品或紙來補強或支撐或加襯，包括：
（1）半製品如拉菲亞樹葉纖維、藤及類似之織品；及以重疊的方式製成片狀或扁條型態之較精細產品，用以製
女帽、室內裝飾品等者。
（2）若干成品，例如：
（a）墊及蓆（地板覆蓋物等）包含一般所稱之中國（或印度）墊及蓆（不論是矩形或其它形狀），以編結
材料之平行編結（或編條或編結材料之類似品）或以其他編結材料、撚線、繩等將平行的編結材料連
結而成。
（b）粗製草蓆（如用作園藝目的之草蓆）等。
（c）簾幕或板材如柳材或柳條；編結材料（草、蘆葦等）或編條或編結材料之類似品的建築板，該編結材
料係經平行排列、壓縮及於一定間隔處用卑金屬絲編結。此類建築板材或平板也可能全部表面及邊用
牛皮紙板包覆之。
本節不包括由椰殼纖維或瓊麻或類似材料或以繩索或紡織物為底所製成之蓆及墊（第五十七章）。

46.02-編籃、柳條製品及其它之編結品，以編結材料直接編製成形者，或以第 4601 節所屬貨品
製成者；絲瓜絡製成之物品。
-植物材料製成者 :
4602.11--竹製
4602.12--籐製
4602.19--其他
4602.90-其他
除本章註解總則所敘述之不列入者以外，本節包含：
（i）由編結材料直接成形製成之物品。
（ii）由第 46.01 節之組合產品製成之物品，例如由編條或類似產品或由平行編結而成之產品或編織成張者。
然而，本節不包含第 46.01 節之完成品，即編結材料、編條及編結材料之類似品，由平行編結而成張者
（例如墊，蓆或簾幕）：參考第 46.01 節（B）（2）段註解所列。
（iii）絲瓜絡之製品（手套、墊子等）不論襯裡與否。
此類物品包含：
（1）籃子，背籃，食品籃及各種籃子，不論是否裝滾輪，腳輪者，包括釣魚籃、捕蝦籃及水果籃等。
（2）木片編結成之類似籃或箱子。但不包含第 44.15 節非以木片編結之木片籃。
（3）旅行袋及手提箱。
（4）手提袋，購物袋及類似產品。
（5）捕龍蝦籃及類似產品，鳥籠及蜂箱。
（6）盤子瓶架，打地毯器，桌上用具，廚房用具，及其他家庭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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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女帽圖案及其他裝飾品，第 67.02 節所列除外。
（8）草編瓶套。此類物品大多為由中空圓錐形之粗草或用紡紗或繩子平行編結成之粗略類似品。
（9）將長編條組合成方形、圓形等，再以線編結製成之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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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類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
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紙及紙板及其製品

第四十七章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章註：
1.─第 47.02 節所稱「溶解級化學木漿」係指化學木漿在攝氏溫度 20 度時溶解於含有 18 ％之氫氧化鈉之苛性鈉
溶液中一小時之後，其不溶解部分之重量佔蘇打木漿或硫酸鹽木漿 92 ％或以上，佔亞硫酸監木鹽 88％或以
上，且亞硫酸鹽木漿含灰分重量不超過 0.15％。

總

則

本章所稱之紙漿在本質上係由纖維素纖維組成，該纖維之來源為各種植物材料或以植物材料製成之廢紡織
品。
國際貿易上最重要的紙漿為木漿，根據加工方法分為「機械木漿」「化學木漿」、「半化學木漿」或「化學
機械木漿」。所用材種大部分為松、雲杉、白楊類，但也使用其他硬木如山毛櫸、栗樹、桉樹與某些熱帶木材。
其他用於製造紙漿之原料包括：
（1）棉籽絨。
（2）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3）破布（特指棉、亞麻、大麻布類）與其他廢紡織品例如：舊繩索。
（4）稻草、北非蘆葦草、亞麻、苧麻、大麻、瓊麻、蔗渣、竹與各種其他草及蘆葦類。
木漿可為棕色或白色，也可以化學品作半漂白或全漂白或不加漂白。凡於製造後曾經加以處理，旨在提高其
白度者，此種紙漿可認作半漂白或全漂白。
〔譯者註：Whiteness 與 Brightness 現在均作「白度」；也有將 Whiteness 譯作「白色度」者，以資區別，因兩
者測定方法不同，前者係與 100％MgO 白度作比較；後者則為以 475nm 波長之光投射於紙面之反射與標準板比較
之數據。〕
除用於造紙工業外，某些紙漿（特別是漂白紙漿）可用為纖維素原料，製造各種成品例如紡織品、塑膠、凡
立水（Varnish）與炸藥；又可作為牛隻飼料。
紙漿通常以平版打包（打孔或未經打孔）供應，乾或濕狀，但也可為塊狀、卷筒、或粉狀或片狀。
本章不包括：
（a）棉籽絨（第 14.04 節）。
（b）合成紙漿，由非凝聚性聚乙烯或丙烯纖維之片狀物組成（第 39.20 節）。
（c）纖維板（第 44.11 節）。
（d）紙漿製過濾用紙塊或紙板（第 48.12 節）。
（e）其他紙漿製品（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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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1-機械木漿。
機械木漿純由機械方法所製得，即以打碎或碰磨將去除樹皮與木癤等木材，於水流中用機械研磨成纖維。
不以蒸汽預處理，研磨所得稱作「白」（或純）機械木漿，其中纖維遭折斷因此變脆弱。木材也可在研磨前
以蒸汽作預處理，可得較強之纖維，其色為棕褐（棕褐機械木漿）。
由傳統磨木機法發展出稱作精鍊機械木漿的，係將木片置盤式精鍊機中揉散，其法為將木片通過兩片相接近
有突紋之圓盤，其一或二者均可旋轉。其較高級之一種係在精鍊木片前作加熱預處理，以軟化木片，使其易於分
散纖維並少受損傷。所得紙漿品質較優於傳統之機械木漿。
因此，主要之機械木漿為：
（1）石磨木漿（ＳＧＷ）以圓木或塊於大氣壓力下用石磨機所製得。
（2）加壓石磨木漿（ＰＧＷ）以圓木或塊於加壓下用石磨機所製得。
（3）精煉機械木漿（ＲＭＰ）以木片或薄木片用精鍊機於大氣壓力下所製得。
（4）熱磨機（ＴＭＰ）木片或薄木片先經高壓蒸汽處理，再以精鍊機製得。
應注意某種精鍊機所製木漿也可先經化學處理者，此種紙漿歸入第 47.05 節。
機械木漿通常不單獨使用，因其纖維相對的較短，製成成品強度較差，製紙時常與化學漿混合使用。印報紙
通常由此種混合物製成（參閱第四十八章章註 4）。

47.02-溶解級化學木漿。
本節僅包括溶解級之化學木漿，如章註 1。此種紙漿經特別精製或淨化，以符合其用途之需。該紙漿係用製
再生纖維素、纖維素醚與酯類以及類此產品，例如：板狀、頁狀、膜狀、薄膜與條狀，紡織纖維與某些紙類（例
如：作為照相感應底紙、濾紙與植物纖維羊皮紙）。按其最終用途或最終產品，該紙漿又稱作黏膠紙漿、醋酸纖
維紙漿等等。
化學木漿之製造為先將木材削成木片或細粒，然後以化學品處理之。處理結果，大部分木質素與其他非纖維
素物質均被除去。
通常所用化學品為氫氧化鈉（「蘇打」法），氫氧化鈉與硫酸鈉混合物，其中硫酸鈉之一部分則轉化為硫化
鈉（「硫酸鹽」法），酸性亞硫酸鈣或酸性亞硫酸鎂也分別稱作亞硫酸氫鈣或亞硫酸氫鎂（「亞硫酸」法）。
比以同樣原料之機械法紙漿，其所得成品之纖維長度較優，並含較多纖維素。
製造溶解級化學木漿係經由廣泛的化學與物理化學作用而達成。除白度外，其製造還需化學淨化、去樹脂、
去聚化、減少灰份或反應作用之調整，大部分合併在一複雜的漂白與淨化製程中。

47.03-蘇打或硫酸鹽化學木漿，溶解級除外。
-未漂白：
4703.11--針葉樹製
4703.19--非針葉樹製
-半漂白或已漂白製：
4703.21--針葉樹製
4703.29--非針葉樹製
鹼法（蘇打法）或硫酸鹽法通常以木片狀置強鹼溶液中煮沸而製造。鹼法蒸煮液為氫氧化鈉溶液。硫酸鹽法
則用加以變化的氫氧化鈉溶液。「硫酸鹽」一辭是由於採用硫酸鈉（芒硝）以製備蒸煮液，其中一部分經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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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鈉。硫酸鹽紙漿遠具重要性。
由上述方法所製紙漿可用於製造吸水性產品（例如嬰兒用紙巾與毛絨紙巾）與需要高撕力、抗張力和破裂強
度的紙與紙板。

47.04-亞硫酸鹽化學木漿，溶解級除外。
-未漂白：
4704.11--針葉樹製
4704.19--非針葉樹製
-半漂白或已漂白製：
4704.21--針葉樹製
4704.29--非針葉樹製
亞硫酸法採用酸性溶液，其名稱取自多種「亞硫酸」化學品，例如酸性亞硫酸鈣（亞硫酸氫鈣）、酸性亞硫
酸鎂（亞硫酸氫鎂）、酸性亞硫酸鈉（亞硫酸氫鈉）、酸性亞硫酸銨（亞硫酸氫銨）等，可用於製造蒸煮液（參
閱第 47.02 節說明）。該溶液並含有游離二氧化硫，此法廣用於處理雲杉纖維。
亞硫酸漿單獨或與其他紙漿混合，可用於製造各種書寫或印刷紙類等等。也可用於特殊製品（interalia）作為
抗油性或加光透明紙類。

47.05-結合機械法及化學製漿法所得之木漿
本節涵蓋以機械與化學方法之混合方式以製造木漿。這些紙漿多被描述為半化學木漿、化學機械木漿等等。
半化學漿分兩段製造，通常先將木片置蒸煮鍋中，以化學方式加以軟化，再以機械方式予以精鍊。以其含有
大量雜質與木質物，而通常用於製造中質級紙，也常被稱作中性亞硫酸半化學法（NSSC）、酸性亞硫酸半化學法
或牛皮漿半化學法。
化學機械木漿則製自木片、鉋花、木屑或類似形狀之木料經精鍊而得。木材在兩片相當接近而有突紋之盤或
鋼板間由於磨擦作用而成為纖維狀物，兩盤或其中之一可以旋轉。引用少量化學品作為前處理，或者木材可於不
同壓力與溫度下及不同之時間長短加以蒸浴。由於處理程序組合順序之不同，化學機械木漿也稱作化學熱磨漿（Ｃ
ＴＭＰ）、化學精鍊機械漿（ＣＲＭＰ）或熱化學機械漿（ＴＣＭＰ）。
化學機械木漿特別被用於製造印報紙（參閱第四十八章章註 4），亦用於製造簿紙及製圖紙。
本節包括稱作篩渣之漿類

47.06-得自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之纖維紙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纖維紙漿。
4706.10-棉籽絨紙漿
4706.20-得自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之纖維紙漿
4706.30-其他,竹製
-其他：
4706.91--機械製
4706.92--化學製
4706.93--結合機械法和化學法所得者
木材以外用於製漿之重要纖維質材料見註解總則說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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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之纖維紙漿通常為乾燥，成張捆包之型態，且係由多種不同纖維素纖維之
混合物所組成，其可經過漂白或未經漂白。這些紙漿係自一系列機械的或化學的清洗，篩濾及脫墨程序中取得。
視進料及加工程度，它或許含有少量之殘渣例如墨、泥土、澱粉、聚合物塗料或膠。
本節所屬紙漿除得自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者外可由機械法，化學法或機械與化學混合法製成。

47.07-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4707.10-未漂白牛皮紙或紙板、或瓦楞紙或紙板
4707.20-已漂白化學紙漿為主製成之其他紙或紙板，未整批著色者
4707.30-以機械紙漿為主製成之紙或紙板（例如報紙、雜誌及類似印刷品）
4707.90-其他，包括未分類整理之廢料及碎屑
本節所指廢紙或廢紙箱包括：紙屑、切邊、碎紙、破紙、舊報紙與期刊、校對紙、印刷廢紙與類似廢物。
本節並包括紙或紙板之碎屑。
這些紙之廢料及碎料常用於再散漿而以壓打成綑供應，但應注意者以其也可能作其他用途（例如：包裝），
然並不將其從本節分類予以剔除。
然而，即使由廢紙所製之窄紙條，仍不包括在本節內（歸於第 48.23 節）。
本節亦不包括含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之紙或紙板廢料及碎屑，主要用以回收貴金屬之類者，例如；含銀或
銀化合物之相紙或紙板廢料及碎屑（第 71.12 節）。
。
。。

目註解：
第 4707.10、4707.20 和 4707.30 目
雖然原則上第 4707.10、4707.20 和 4707.30 目係屬分級之紙之廢料及碎屑，但仍屬任一目之分類並不因含小量
第 47.07 節其他目之紙或紙板之廢料及碎屑而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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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章註：
1.─本章除有特別要求者外，「紙」也包括紙板（無關其厚度或每平方公尺重量）。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三十章之製品；
（b）第 32.12 節之燙印紙；
（c）香水紙或以化妝品浸漬或塗佈之紙（第三十三章）；
（d）以肥皂或清潔劑浸漬、塗佈或覆蓋之紙或纖維素胎（第 34.01 節）；以光亮劑、油膏或類似調製品浸漬、
塗佈或覆蓋之紙或纖維素胎（第 34.05 節）；
（e）感光紙或紙板（第 37.01 至 37.04 節）；
（f）浸漬診斷用或實驗用試劑之紙張（第 38.22 節）；
（g）紙底之塑膠片，或以一層塑膠塗佈或覆蓋於另一層之紙或紙板上，而塑膠之厚度超過總厚度之半者，或
此類材料之製品，不包括第 48 .14 節之糊牆紙（第三十九章）；
（h）第 42.02 節之製品（例如旅行用品）；
（ij）第四十六章之製品（編結材料之製品）；
（k）紙紗或紙紗紡織品（第十一類）。
（l）第六十四章或六十五章之物品；
（m）研磨紙或紙板（第 68.05 節）或紙底或紙板底雲母片（第 68.14 節）（但塗以雲母粉之紙及紙板則列入
本章）；
（n）紙或紙板底之金屬箔（通常為第十四或第十五類）；
（o）第 92.09 節之物品；
（p）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用品、運動用具）；或
（q）第九十六章之物品（例如鈕扣、衛生棉（墊）及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
3.─除須符合章註 7 規定外，第 48.01 至 48.05 節包括用壓光、超壓光、打光或經類似處理及加仿水印或表面上膠
之紙及紙板，及整幅加以染色或製成大理石紋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除第 48.03 節特別規定外，
這些節不適用於其他方式加工之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
4.─本章所稱「印報紙」係指用於印製報紙(新聞紙)之未塗佈紙，其含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產生之木質紙纖維重量
不少於全部纖維量之百分之五十，未上膠或少量上膠，紙面每一面之帕克印刷凸度(1MPa)粗糙度超過 2.5 微米
(μm)，而每平方公尺之基重在 40 公克及以上但不超過 65 公克者，及僅適用於下述之紙：
（a）成條或捲筒，其寬度超過 28 公分者；或
（b）平版矩形(包括正方形)未摺疊時，其一邊超過 28 公分，而另一邊超過 15 公分者。
5.─第 48.02 節「用於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紙及紙板」及「未打孔之卡片紙及打孔紙帶」係指主要由漂白紙漿、
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紙漿所製之紙及紙板，並符合下述任一標準：
每平方公尺基重不超過 150 公克之紙或紙板：
（a）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產生之纖維含量在百分之十或以上，且
1.每平方公尺基重不超過 80 公克，或
2.整幅染色；或
（b）含灰分重量超過百分之八，且
1.每平方公尺基重不超過 80 公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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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幅染色；或
（c）含灰分重量超過百分之三，且其白度在百分之六十或以上；或
（d）含灰分重量超過在百分之三但未超過百分之八，其白度低於百分之六十，比破裂度等於 2.5kPa.㎡/g 及以
下者；或
（e）含灰分重量百分之三或以下，其白度在百分之六十或以上，比破裂度等於 2.5kPa.㎡/g 及以下者。
每平方公尺基重超過 150 公克之紙或紙板：
（a）整幅染色；或
（b）白度在百分之六十或以上，且
1.厚度在 225 微米（μm）或以下；或
2.厚度超過 225 微米（μm）但不超過 508 微米（μm）且灰分含量超過百分之三；或
（c）白度低於百分之六十，厚度在 254 微米（μm）或以下，且含灰分重量超過百分之八
第 48.02 節不包括過濾紙及紙板（包括茶袋用紙）或毛氈紙及紙板。
6.─本章所稱「牛皮紙及紙板」係指以化學硫酸鹽法或蘇打法製成之纖維重量佔全部纖維含量 80％及以上之紙及
紙板。
7.─除各節之說明另有規定者外，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符合第 48.01 至 48.11 節中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
節號之規定者，其分類應以最後之節為準。
8.─第 4803 至 4809 節僅適用於下述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
（a）成條或捲筒，其寬度超過 36 公分者；或
（b）平版矩形(包括正方形)未摺疊時，其一邊超過 36 公分，而另一邊超過 15 公分者。
9.─第 48.14 節所稱之「壁紙及類似糊牆紙」僅限於下述貨品：
（a）適合作牆壁或天花板裝飾用，其寬度在 45 公分及以上，而不超過 160 公分之捲筒紙張；
（i）印刷紋理、浮凸壓紋、表面著色、印有圖案或其他表面裝飾者（例如帶有織物絨毛者），不論是否
塗佈或覆蓋透明保護塑膠層者；
（ii）因摻有木材、稻草等之顆粒而造成一種不平整之表面者；
（iii）正面塗佈或覆蓋以塑膠，該塑膠層已被印刷紋理、浮凸壓紋、著色、印有圖案或加上其他裝飾；
或
（iv）正面覆蓋有編結材料，不論是否屬平行編結，或屬編織者；
（b）供牆壁或天花板裝飾用，並已作上述處理之不論捲筒與否之紙邊及橫條；
（c）捲筒或平版之成套已印刷糊牆紙，合貼於牆壁時可構成一幅風景、圖案或藝術作品。
以或紙板為底之產品，同時適於做地覆蓋物及糊牆紙使用者，歸入第 48.23 節。
10.─第 48.20 節不包括切成一定尺寸之活頁紙或紙卡不論是否印刷、壓紋或打孔。
11.─第 48.23 節包括提花機或類似機器用之穿孔紙或紙板卡片，及紙花邊。
12.─除第 48.14 及 48.21 節所列物品外，印有文字或圖畫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製品，其所印文字或圖畫為該物
主要用途者，列入第四十九章。
。
。。

目註：
1.─第 4804.11 及 4804.19 目所稱「裱面（牛皮）紙板」係指機械壓光或機械打光之捲筒紙或紙板，其所含化學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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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鹽法或蘇打法製成之木材纖維重量佔全部纖維含量之 80％及以上，每平方公尺之重量超過 115 公克，並符
合下表所載之最小米蘭破裂強度，或以內插法或外推法對任何其他重量所求得之其他最小值。

重
量
公克／平方公尺

最小米蘭破製
強度千鉑斯卡

115

393

125

417

200

637

300

824

400

961

2.─第 4804.21 及 4804.29 目所稱「袋用牛皮紙」係指成捲機械壓光之紙，其所含化學硫酸鹽法或蘇打法製成之纖
維重量佔全部纖維含量之 80％及以上，每平方公尺之重量不少於 60 公克，但不超過 115 公克，並符合下述一
組規定者：
（a）米蘭比破裂度在 3.7kPa.㎡/g 及以上，且橫向伸長率超過 4.5％，而縱向伸長率超過 2％。
（b）符合下表所載之最小撕裂強度及最小抗張強度以及內插法對任何其他重量所求得之最小值：

最 小 撕 裂 強 度
mN

重 量
公克／平方公尺
縱

向

縱向加橫向

最 小 拉 力 強 度
kN/m
縱

向

縱向加橫向

60

700

1,510

1.9

6.0

70

830

1,790

2.3

7.2

80

965

2,070

2.8

8.3

100

1,230

2,635

3.7

10.6

115

1,425

3,060

4.4

12.3

3.─第 4805.11 目所稱「半化學瓦楞原紙」係指成捲紙，其含結合機械法與化學製漿法所得之未漂白闊葉樹纖維（短
纖維）重量不少於全部纖維含量 65％，且在 50％之相對濕度及攝氏 23 度下，經過 30 分鐘平壓測試（CMT30）
所測得之耐壓強度值超過 1.8 牛頓/公克/平方公尺。
4.─第 4805.12 目涵蓋主要以結合機械法與化學製漿法所得草漿製之成捲紙，每平方公尺重量為 130 公克及以上，
且在 50％之相對濕度及攝氏 23 度下，經過 30 分鐘平壓測試（CMT30）所測得之耐壓強度值超過 1.4 牛頓/公
克/平方公尺。
5.─第 4805.24 目及 4805.25 目涵蓋由全部或主要由回收（廢料及碎料）紙或紙板。再生裱面紙板也可以是表層染
色紙或由漂白或未漂白非回收紙漿製紙。這些產品米蘭比破裂度不小於 2 kPa·㎡/g。
6.─第 4805.30 目所稱「亞硫酸鹽包裝紙」係指單光紙，其所含以化學亞硫酸鹽法所製之木材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
維含量 40％，含灰分重量不超過 8％，且米蘭比破裂度不小於 1.47kPa·㎡/g。
7.─第 4810.22 目所稱「輕量塗佈紙」係指雙面塗佈之紙，其每平方公尺之總重量不超過 72 公克，每面每平方公
尺塗佈重量不超過 15 公克，其底紙所含機械法製得木材纖維重量不少於全部纖維含量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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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目註解 1：
2

本註中最小米蘭破裂強度係以千鉑斯卡（kPa）表示之。按 g/cm 之相當值如下：
2

基重 g/㎡

kPa

g/㎝

115

393

4,030

125

417

4,250

200

637

6,500

300

824

8,400

400

961

9,800

中間基重值（內插法）之計算或超出 400g/㎡值（外推法）之計算，應按下列方程式：
基重

最小米蘭破裂強度 g/㎝

低於 125g/㎡者
高於 125 但低於 200g/㎡者，

2

基重(g/㎡)×22＋1,500
基重(g/㎡)×30＋500

高於 200 但低於 300g/㎡者， 基重(g/㎡)×19＋2,700
高於 300g/㎡者

基重(g/㎡)×14＋4,200

目註解 2：
紙每平方公尺基重落於本註之中間者，最低值之計算（誤差不超過 2％）可按下表：
最

低

撕力，縱向(mN)(歸整至接近 0 或 5mN)

基重(g/㎡)×13.23-94.64

撕力，縱向加橫向(mN)(如上歸整)

基重(g/㎡)×28.22-186.2

抗張力，縱向(kN/m)

基重(g/㎡)×0.0449-0.8186

抗張力，縱向加橫向(kN/m)

基重(g/㎡)×0.1143-0.829

總

則

本章註解說明，除有特別要求者外，「紙」也包括紙板（無關其厚度或每平方公尺重量）。
紙主由第四十七章紙漿之纖維素纖維絡合抄製成張，多項成品，如某些茶葉袋含有纖維素纖維與紡織纖維（特
別是人造纖維如第五十四章章註１所指者）。該處紡織纖維佔較大比重，則不能視為紙而歸類於不織布（第 56.03
節）。
為避免因使用不同方法而產生差異，希望全部管理機構均採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之試驗方法測定第四十八
章所列紙及紙板之物理特性。本章中凡提及下列分析及物理標準時，應係使用下述 ISO 標準：
含灰分重量：
ISO 2144 紙及紙板--灰分之測定
白度：
ISO 2470 紙及紙板--擴散藍色光反射因素之測定（ISO 白度）
破裂強度及破裂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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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2758 紙--破裂強度之測定
ISO 2759 紙板--破裂強度之測定
CMT 60（耐壓性）：
ISO 7263 瓦楞蕊紙--實驗室出入凹槽後其平耐壓性之測定。
纖維成份：
ISO 9184/1-3 紙、紙板及紙漿--纖維給料分析
每平方公尺之克數（重量）：
ISO 536 紙及紙板--每平方公尺克數之測定
帕克印刷凸度（Parker Print-Surf）表面粗糙度：
ISO 8791/4 紙及紙板--粗糙度及平滑度之測定（氣漏法）
單張厚度（厚度）：
ISO 534 紙及紙板--厚度及視鬆度或紙張視密度之測定
抗撕裂性：
ISO 1974 紙--拉撕裂性之測定（Elmendorf 法）
抗張強度及拉伸：
ISO 1924/2 紙及紙板--抗張特性之測定--第二部分：恆速伸長法。
造紙不論用於機械或手工，可分作三個階段，備漿、成型（譯者按當然包括乾燥）與整理。

備漿
紙漿製備，如有需要，係混合填料、上膠劑或色料，再加水降低其濃度並加以機械打漿。
填料，通常為無機質〔如高嶺土（磁土），二氧化鈦 ，碳酸鈣〕，用來增加不透明度，改進印刷性或節省
漿料。上膠劑（如松香膠混合明礬）用來使紙張減少吸墨性（按即增加抗水性）等等。

紙張或卷紙之製作
（A）機製紙與紙板
最普通用於製紙之機械為長網機製程。此製程中，漿料按上述處理製備後，送經頭箱至一無接頭向前
迴轉之網上，網為合成單絲或炮銅絲或青銅絲製，通常並有振動；漿料水分由重力網下之定轆，刮水板與
抽吸箱除去其大部分。纖維於是絡合成凌亂交織之紙匹。某些紙機上，該紙匹經過一網蒙面之轆（修飾轆）
於該處加以整形平滑，如有要求，也可做成水印，如壓花圖案或線條附於修飾轆面上。紙匹離網後由毛布
帶經廉水部後更具結實；然後由加熱烘缸予以乾燥。
另一製程為雙網製程機（特別是用於製造新聞紙）。漿料流經兩轆間進入兩網之中。水由兩面網脫去，
並有抽吸箱與抽吸轆之助力，紙匹乃成型。新成型之紙匹引人壓水與乾燥部。雙網成型，紙之兩面相同，
即消除了長網機紙張之網面與氈呢面不同之特性。
另一型的紙機是長網部為圓網所替代，圓網面也以金屬網包覆，一半浸在製備妥的漿料中轉動。圓網
濾起漿料網面形成紙匹由毛布揭起連續帶往後段，或者，也可分割成單張。另一變通方法，使漿層在一大
直徑之轆面上層積至所需厚度予以切割下。
紙機有多網與數個圓網（或者長網與圓網併合式）多用於抄製多層紙板（有時各層色澤與品質亦可不
相同）同時濕紙層相互貼合而無需粘著劑。
（B）手工紙與紙板
製造手工紙與紙板之主要操作，係紙之成形由手工完成，即使其他操作可由機械承作。
手工紙可使用任何造紙原料，但通常總用最好的麻或棉質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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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紙之成形，係將漿料轆於篩形（按多為長方形）之網框上，濾去大部分水份，紙匹乃絡合成形。
濕紙由網框上取下置毛布內加壓脫水，然後掛起乾燥。（譯者按手工紙之乾燥，古法貼於木板上晒乾或貼
在以火加熱之鐵板面上乾燥。掛起乾燥者已少見。）
手抄用網框上可用平行羅紋或用交織之網，可在紙匹上生成水印。水印圖案也可以固定於網上。
手工紙之特性在其紙強度、耐久性和紋理之品質。這些性質使其具多種用途，如鈔票紙、文件紙、畫
紙、蝕刻用紙（etching paper），特種濾紙、帳冊紙、裱紙（mountingpaper）、高級印刷或文具用紙，也可用
製結婚喜帖、信箋、曆本等等。
手工紙通常製成使用之尺寸，四邊為毛邊有羽毛感，然則也可予裁切，故不是可靠的區別特徵，因某
些機製紙尤其圓網抄製之紙也有毛邊，只是羽毛感不顯著而已。

加工整理
紙可加壓光或超壓光（如需要亦可先加濡濕），壓光機可附在紙機上或分開為單一機體；使紙之兩面或單面
變為較光滑。一面較光滑之紙也可用加熱烘缸來達成。於此階段也可使紙具有假水印。差不多大部書寫、印刷與
繪圖紙均經表面上膠，例如用某種膠或澱粉溶液，通常在增強其表面紙強度、防止滲透性及抗水性，如對墨水。

塗佈紙與紙板
這一名詞係指紙或紙面之雙面或一面經塗佈以獲致特殊之光澤或使其表面合於特殊之需求。
塗料通常為礦物、粘著劑與其他添加物為塗佈所需者，如硬化劑與分散劑。
製成特定尺寸之成捲或成張碳粉複寫紙、自行複寫紙及其他複印或轉印紙，則歸入第 48.09 節。
以高嶺土（白土）或其他無機物塗佈之紙和紙板，有無膠均在內，捲筒或平版者，歸屬在 48.10 節。高嶺土
以外，用作塗料之無機物質包括硫酸鋇、碳酸鈣、硫酸鈣、矽酸鎂、氧化鋅與金屬粉。使用這些塗料通常是用粘
著劑諸如膠、明膠、澱粉質物質（如澱粉、糊精）、蟲膠、蛋白及合成乳膠將其塗於紙面。成品以高嶺土等塗佈
以得到光澤，暗淡或平光之加工效果。以高嶺土或其他無機物質塗佈成品之例為：塗佈印刷紙與紙板（包括銅板
紙與鉻光紙），塗佈摺盒紙板，金屬粉（非燙金箔之屬第 32.12 節者）或雲母粉塗佈紙，磁光紙（大部分用作標
籤與盒之面層）。應注意者，用為粘著劑，諸如膠或澱粉也可用作表面上膠劑，但非塗佈之表面上膠紙則無顏料。
按諸上節所述之除外項目，紙與紙板以煤焦油，柏油，瀝青，塑膠或其他有機物塗佈如臘、硬脂、紡織物粉、
木屑、軟木粒、蟲膠，卷筒或平版，則歸屬第 48.11 節。此類塗料可不需粘著劑。此類塗佈可得用途廣泛的物理
特性諸如，防水包裝，離型紙與紙板。此種塗佈紙與紙板也包括粘膠或膠帶紙，絨面紙（以紡織纖維粉塗佈用作
盒蓋或壁紙），以軟木粒塗佈紙（用作包裝材料），石墨紙，柏油包裝紙。
塗料中也經常加著色物質。
許多塗佈紙與紙板經超壓光機加工得高度之光澤。或者以清漆塗佈以保護其受潮（如可洗滌紙）。
區別表面上膠紙與塗佈紙可用化學及物理混合方法。大部分情況下，很容易從所用料之性質與含量或者全部
物理特性之基礎予以區分。通常，表面上膠紙或紙板面上纖維之組織仍舊明顯可見，而塗佈紙則完全被塗料所湮
沒。
問題可能發生在分類模稜兩可時，特別由於下列理由：低塗量塗佈紙可能在上膠轆上塗佈；某物質在塗料中
有，在紙內部也有（如填料）；不含顏料之塗佈紙，其纖維可能顯現，例如：以水乳化之ＰＶＣ塗佈者。然則亦
可以下述方法，一或幾種予以辨別。
多種塗佈紙，如以礦物性塗料塗佈之銅版紙、不易用肉眼與高度壓光之未塗佈紙加以區別。然則，塗佈層可
從刮割紙面而看見或浸於水中而剝下。
一種試驗是否為塗佈紙之方法為（特別是用無機物塗料者）將膠帶粘貼紙面。再剝下膠帶時，大部分塗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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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在膠帶上。然後以銅乙二胺，將粘於膠帶上之木質纖維與可能有的澱粉溶解。比較膠帶處理前後之重量，就可
指出其是否有經塗佈。此法也可應用在有機物之塗佈紙。
其他方法用來辨明塗佈紙與紙板有電子顯微鏡掃描（ＳＥＭ），Ｘ-光折射與紅外線光譜儀。這些方法可適用
於第 48.10 與 48.11 節之成品辨認。

著色或印刷紙與紙板
包括用任何方法印刷之紙，單色或多色、條紋、斑點、圖案等等。表面呈大理石紋或雅斯培紙（jaspe paper）。
此類紙有多種用途，如盒包裝與書面裝釘用。
紙面用任何墨水印刷有線條，平行或交叉或成角度。此種畫線紙特別是用於，帳簿與簿記、學校練習簿、方
格紙與紀事簿。
本章包括之印刷紙（諸如個別商家之包裝紙，印有商店名稱、商標與商品、商品使用說明）只需其印刷僅用
於包裝、書寫等等。而不構成屬於第四十九章（參閱本章章註 12）之印刷品。

浸漬紙與紙板
這類紙與紙板大部分用油、臘、塑膠等等予以浸漬處理。使其透入紙體內而得特殊之性質（如，使之抗水，
抗油，有時使之成半透明或透明）。大部分係用作保護性包裝或絕緣物。
浸漬紙與紙板包括，浸油包裝紙、浸油或臘薄紙、鋼版臘紙；以塑膠浸漬絕緣紙與紙板，橡膠浸漬紙，僅以
瀝青柏油浸漬之紙與紙板。
某些紙張諸如壁紙原紙也可浸以殺蟲劑或化學品。
*
* *

本章也包括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它含有不同數量極薄層之絡合不緊之纖維素纖維捲在一起，當濡濕時各層
會在乾燥時分離。

本章範圍
本章涵蓋：
（Ⅰ）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紙，屬各種類形，捲筒或平版。
（A）第 48.01，48.02，48.04 與 48.05 節說明機械法製得未塗佈紙如有需求，亦可加以簡單之上膠與加工處
理（如壓光，上光澤）。第 48.02 節亦涵蓋未塗佈手工紙之予以相同之加工處理者。第 48.03 節說明未
塗佈紙之屬家庭或衛生用紙、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也可以前述方法予以處理。本章章註 3 特別標明
第 48.01 至 48.05 節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可允許之加工製程。
第 48.01 至 48.05 節所允許之加工製程則為連續抄紙過程之一部。這幾節所指紙類之特性為其天然
纖維面的外表仍被保留。而在塗佈紙，則此種纖維紙天然的不規則性實質上幾乎完全為塗料所湮沒而
呈現新的，高級的，非纖維素外表。
（B）第 48.06 至 48.11 節說明某些特殊紙或紙板（例如羊皮紙、防油紙、組合紙）或經不同處理之紙、紙板
或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諸如塗佈、印上圖案、畫線、浸漬、製成瓦楞形、起皺紋、壓花與打孔。
第 48.11 節亦包括某些以紙或紙板為底之地覆蓋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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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各節之說明另有規定外，紙或紙板符合上述各節中二個或二個以上節號規定者，其分類應以最後之
節為準（本章註 7）。
此外，應注意第 48.03 節至 48.09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種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
（1）條狀或捲筒，其寬度在 36 公分以上者。
（2）長方形（包括方形）紙，不摺疊時，其一邊超出 36 公分，另一邊超出 15 公分者。
另一方面，第 4802、4810 及 4811 節涵蓋任何尺寸之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紙與紙板。然而，直
接抄製且各邊皆為毛邊任何尺寸與形狀之手工紙及紙板，依照本章章註 7 之規定，仍歸入第 48.02 節。
（II）紙漿製濾塊、濾板及濾片（第 48.12 節），香煙紙，無論其是否切成一定尺寸或成小冊或成管狀（第 48.13
節），壁紙與類似糊牆紙（如本章章註 9 所描述者）與窗用透明紙（第 48.14 節）。
(III) 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但非屬第 48.02、48.10 及 48.11 節或上述（Ⅱ）項者），捲筒或平版，其
裁切尺寸小於上面(Ⅰ)項所說明者或者裁切成非長方形（包括方形）者，以及紙漿、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
素紙製品。這些列入第 48.16 節至 48.23 各節中之一項。
第 48.12，48.18，48.22 與 48.23 各節，及其相關之註解所稱「紙漿」一詞係指第 47.01 至 47.06 各號之產品，
亦即指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
然則本章不涵蓋本章章註 2 及 12 所排除之產品。

48.01-捲筒或平版之印報紙。
「印報紙」一詞定義於本章註 4。
於該項定義中「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之木質纖維」係指全部或主要藉機械力施加在原料上而完成脫纖維程
序之各紙漿製造技術所製之纖維。此等纖維通常用於製成下列形式之紙漿：
（1）機械紙漿：包括石磨木漿(SGW)及加壓石磨木漿(PGW)，及以精煉機所製者，例如精煉機械紙漿(RMP)及熱
磨機械紙漿(TMP)。
（2）化學機械紙漿，亦在精煉機內製造，但已以少量化學藥品處理過，包括化學熱磨機械(CTMP)，化學精煉機
機械紙漿(CRMP)，及熱磨化學機械紙漿(TCMP)，但不包括半化學紙漿即通常所謂之中性亞硫酸鹽半化學紙
漿(NSSC)，亞硫酸氫鹽半化學紙漿或牛皮紙半化學紙。
關於該等紙漿製法之詳細說明，請參閱第 47.01 節及第 47.05 節註解。
此處「木質纖維」之定義不包括竹纖維。
本節所稱印報紙得以本章註 3 所稱各項方法處理。但是，以其他方式處理之印報紙不包括在內。

48.02-任何尺寸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未塗佈紙與紙板，用於書寫、印刷或其他
製圖用，未打孔之打孔卡和打孔紙帶（第 48.01 或 48.03 節者除外）
；手工製紙及紙板（＋
）。
4802.10-手工製紙及紙板
4802.20-供製感光，感熱或感電紙或紙板用之原紙及原紙板者
4802.40-壁紙之原紙
-其他紙及紙板，不含用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得纖維，或所含前述纖維重量占全
部纖維含量之 10％及以下者：
4802.54--每平方公尺重量不及 40 公克者
4802.55--每平方公尺重量在 40 公克及以上，但不超過 150 公克之捲筒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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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2.56--每平方公尺重量在 40 公克及以上，但不超過 150 公克，不摺疊時，其一邊不超
過 435 公厘，另一邊不超過 297 公厘之平版紙
4802.57--其他每平方公尺重量在 40 公克及以上，但不超過 150 公克者
4802.58--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者
-其他紙及紙板，其所含用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得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10％者：
4802.61--捲筒
4802.62--不摺疊時，其一邊不超過 435 公厘，另一邊不超過 297 公厘之平版紙
4802.69--其他
未塗佈紙及紙板，供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者，及未打孔之打孔卡片紙和打孔紙帶，於本章章註 5 有定義。
此類紙及紙板符合該項定義者，一律歸列於本節。
依照本章章註 7 規定，直接抄製且各邊皆為毛邊之手工紙與紙板，任何尺寸與形狀者，仍歸屬本節。
任何一邊經修切之手工紙與紙板，以及機製紙和紙板，其為任何尺寸成條或成捲或者為長方形（包括方形）
平版者，歸屬本節。惟如其已切成任何其他形狀，則歸入本章內後列之節（例如第 48.17、48.21 或 48.23 節）。
本節所指紙與紙板可經本章章註 3 所述之方法予以加工，諸如整體著色或全部呈大理石紋，壓光，超壓光，
加光，仿水印或表面上膠。紙與紙板之經以其他方法加工者除外（通常歸列第 48.06 至 48.11 節）。
除手工紙與紙板外，在符合本章章註 5 前提下，本節也包括下列各項：
（A）原紙與紙板，例如：
（1）供作感光，感熱或感電紙或紙板之原紙及紙板者；
（2）供作一次複寫或其他複寫紙之複寫紙原紙（一種薄且耐撕裂之紙，依其使用目的其重量可從每平方公
尺 9 公克至 70 公克。）；
（3）壁紙原紙；
（4）屬第 48.10 節之高嶺土塗佈紙與紙板之原紙及紙板。
（B）屬於一種用作書寫，印刷或其他圖表目的之其他紙與紙板，例如：
（1）雜誌紙與印書紙（包括又薄又大者）；
（2）柯式版印刷者（平版印刷者）；
（3）印刷用高級紙（Bristal）、索引用卡紙、明信片用卡紙、標籤用卡紙、書面紙；
（4）招貼紙、書圖紙、學生練習簿或記事簿紙、拍紙簿紙或校用箋紙；
（5）證券紙（信箋紙）、複印紙、油印紙、打字紙、葱皮紙、薄型打印紙及其他供辦公室或個人使用的文
具用紙，還包括用於印表機或影印機的紙。
（6）帳冊紙、加法機（或計算機）小卷紙；
（7）信封紙與摺疊紙（或卷宗紙）；
（8）登記或紀錄紙、表格紙與連續文具用紙；
（9）供作支票，郵票，鈔票或類似用途之證券紙。
（C）未打孔之打孔卡片紙及打孔紙帶。
本節不包括：
（a）印報紙（第 48.01 節）；
（b）第 48.03 節各種紙；
（c）過濾紙及紙板（包括茶葉袋紙）與毛氈紙及紙板（第 48.05 節）；
（d）香煙紙（第 48.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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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4802.20 目
依據本章章註 5 之規定，供製照相感光紙或紙板用之原紙或原紙板通常係指破布紙漿之紙或紙板或含破布紙
漿之較好的紙或紙板而不含其他無關的物質（尤其是金屬如鐵或銅）。

48.03-衛生紙或面紙之原紙，紙巾或紙餐巾之原紙及類似之供家用及衛生用紙之原紙，纖維素
胎及纖維素紙，不論是否縐摺、壓紋、打孔、表面著色、表面裝飾或印刷處理，捲筒或
平版者均在內。
本節涵蓋兩大品類：
（1）衛生紙或面紙之原紙，紙巾或紙餐巾之原紙與類似之家庭用紙類或衛生用之原紙。然而，成捲其寬度不超
過 36 公分，或裁切成本章註 8 所述以外任何尺寸或形狀者，及由此類紙製成之其他家庭或衛生用品歸入第
48.18 節。
（2）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然而，成捲其寬度不超過 36 公分，或裁切成本章註 8 所述以外任何尺寸或形狀之產
品以及其他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製品歸入第 48.18、48.19 或 48.23 節。
纖維素胎由交織鬆散的纖維素紙起縐紋而成，縐紋超過 35％，為單層或多層，每層基重在起縐紋前可
達 20g/㎡。
纖維素紙（薄片）由交織均勻之縐紋纖維素紙所製成，縐紋部分最大 35％，為層單或多層，每層基重
起縐紋前可達 20g/㎡。
應注意到，除本章章註 3 規定允許之加工範圍外，本節之產品還可以皺摺、壓紋、打孔、表面著色、
表面裝飾或印刷處理。
本節不包括：
（a）纖維素胎之經浸漬藥品或塗佈藥品者，或包裝為零售之形態之作藥用、外科用、齒科用或獸醫用目的者（第
30.05 節）。
（b）紙或纖維素胎經浸漬或塗布肥皂或清潔劑（第 34.01 節），或以擦光料、膏劑或類似製劑之加工者（第 34.05
節）。
（c）吸墨紙（第 48.05 節）。

48.04-捲筒或平版之未塗佈牛皮紙及紙板（第 48.02 或 48.03 節者除外）。
-裱面（牛皮）紙板：
4804.11--未漂白
4804.19--其他
-袋用牛皮紙：
4804.21--未漂白
4804.29--其他
-其他牛皮紙及紙板，其每平方公尺重量在 150 公克及以下者：
4804.31--未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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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4.39--其他
-其他牛皮紙及紙板，其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但未達 225 公克者：
4804.41--未漂白
4804.42--整幅均勻漂白，且所含化學法木材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95％
4804.49--其他
-其他牛皮紙及紙板，其每平方公尺重量在 225 公克及以上者：
4804.51--未漂白
4804.52--整幅均勻漂白，且所含化學法木材纖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95％
4804.59--其他
「牛皮紙及紙板」之說明見本章章註 6 之描述定義。最重要之項目有牛皮紙板（裱面紙板）、袋用牛皮紙與
其他作包裝用途之牛皮紙。
「裱面（牛皮）紙板」與「袋用牛皮紙」在本章目註１與２均有描述其定義。在裱面（牛皮）紙板之定義中，
「木質纖維」之意思並不含竹纖維。
歸屬本節牛皮紙及紙板只有成條或成捲者，且其寬度超過 36 公分，或長方形（含方形）於不摺疊時，其一
邊超過 36 公分，另一邊超過 15 公分者（參閱本章章註 8）。
本節所指之紙板也可經由如本章章註 3 規定之加工，諸如整體著色或全面作成大理石紋、壓光、超壓光、加
光或表面上膠。如以其他方法加工則不包括在內（通常歸列第 48.07、48.08、48.10 或 48.11 節）。

48.05-捲筒或平版之其他未塗佈紙及紙板，其加工或處理程度不超過本章註三所述者（＋）。
-瓦楞原紙：
4805.11--半化學瓦楞原紙
4805.12--草製瓦楞原紙
4805.19--其他
-再生裱面紙板：
4805.24--每平方公尺重量 150 公克及以下者
4805.25--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者
4805.30-亞硫酸鹽包裝紙
4805.40-過濾紙及紙板
4805.50-毛氈紙及紙板
-其他：
4805.91--每平方公尺重量 150 公克及以下者
4805.92--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但不超過 225 公克者
4805.93--每平方公尺重量 225 公克及以上者
本節涵蓋機製未塗佈紙與紙板，製成捲筒或平版者（尺寸參閱本章章註 8），而不包括在第 48.01 至 48.04 各
節者。也不包括某些紙與紙板類或特殊製品（第 48.06 至 48.08 節與 48.12 至 4 8.16 節）以及紙及紙板之經加工而
非章註 3 所允許者，例如塗佈或浸漬紙或紙板（第 48.09 至 48.11 節）。
本節所指紙與紙板舉例：
（1）半化學瓦楞原紙如本章目註解３所描述者。
（2）多層紙與紙板由兩層或兩層以上性質相異之濕紙漿壓疊成形者。這些異點可能由於紙漿性質不同（如回收
廢紙），製造法不同（如機械或化學的）或雖然紙漿性質與製造法相同，但處理程度不同（如未漂，漂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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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著色）。
（3）亞硫酸鹽包裝紙如本章目註解 6 所描述者。此處「木質纖維」所表示之意義不含竹纖維。
（4）過濾紙及紙板（含茶葉袋紙）。
（5）毛氈紙及紙板。
（6）吸墨紙。
本節也不包括纖維板（第 44.11 節）。
。
。。

目註解
第 4805.19 目
第 4805.19 目包括“Wellenstoff 瓦楞原紙（再生瓦楞原紙）”,係主要由回收（廢料及碎料）紙或紙板之紙漿
製成捲筒者，其含有添加物（如澱粉），每平方公尺重量為 100 公克及以上，且在百分之五十之相對濕度及攝氏
23 度下，經過 30 分鐘平壓測試（CMT30）所測得之耐壓強度值超過 1.6 牛頓/公克/平方公尺。

第 4805.40 目
過濾紙及紙板，為多孔產品，不含機械或半化學法處理而得之木纖維，未上膠且用於除去液體或氣體中之固
體粒子。它由破布或化學紙漿或其混合物製得，亦可含有合成或玻璃纖維。其孔的大小由待除去粒子的小大決定。
此類產品包括用於製造茶袋、咖啡過濾紙、機動車輛之過濾紙及紙板及非酸性亦非鹼性且須具低灰分含量之分析
用過濾紙及紙板。

第 4805.50 目
毛氈紙與紙板係由具有不同吸收度之纖維塊材料製成。亦可由紙和紙板之廢料及碎片、木漿或纖維狀之紡織
廢料製成。毛氈紙與紙板通常呈暗藍灰色而具有粗糙的纖維狀表面並含有雜質。尤其它可用於製造屋頂材料之紙
板，亦可做為箱盒及花式皮革製品之夾層。

48.06-捲筒或平版之植物纖維羊皮紙、防油紙、描圖紙及格拉新紙及其他打光透明紙或半透明
紙。
4806.10-植物纖維羊皮紙
4806.20-防油紙
4806.30-描圖紙
4806.40-格拉新紙及其他打光透明紙或半透明紙
植物纖維羊皮紙之製造係將不加填料之上質紙浸於硫酸中數秒鐘。酸之作用在將部分纖維素轉化成纖維素膠
體（Amyloid ）具有膠性及不滲透性。將此處理過的紙澈底清洗與乾燥所得製品紙強度較原紙為強，半透明半抗
油脂，並且不易透氣及水。較重且較堅實之植物纖維羊皮紙稱作植物纖維羊皮紙板，係於潤濕狀態下將數層植物
纖維羊皮紙疊壓而成。
類似製品可由同法製得，然加有二氧化鈦（俗稱鈦白粉）。如此所得之紙仍稱作羊皮紙，但不透明。
植物纖維羊皮紙用於包裝油脂物品（如奶油，豬油）、食品保護性包裝與其他用途，作炸藥包裝，作為透析
與電透析之薄膜，用作證書紙等等。又可作描繪紙與某些用途的圖樣紙，也用於製作賀卡等。植物纖維羊皮紙也
用作羊皮紙之代用品，用於書本裝釘、燈罩、旅行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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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之僅一面予以「羊皮紙化」者（用於製造某些壁紙）也歸屬本節。
防油紙（某些國家稱作「仿羊皮紙」）直接用紙漿（通常為亞硫酸鹽漿）製成，紙漿則係經將纖維離解至極
細並在水中延長打漿使其水解。此紙為半透明，不易透油脂。通常其用途與植物纖維羊皮紙相同，也較廉宜，特
別適於油質食物之包裝，防油紙極少打光，外觀類似植物纖維羊皮紙，但可由其對水滲透抗力較差加以區分。
植物纖維羊皮紙與防油紙有時亦做得較柔軟且較透明，為以甘油、葡萄糖等在作表面加工時加入。此種處理
不影響其分類。
測定其抗水性可將防油紙與植物纖維羊皮紙予以區分。將之浸入水中數分鐘，取出撕裂，植物纖維羊皮紙較
難撕開，斷口極為清潔整齊；而防油紙則極易撕開，其斷口起毛。
類似之紙（仿防油紙）具有防油性但於打漿過程時間較短而纖維水化不如此完全。為增加透明性及光澤性，
可於紙漿中加入石臘或硬脂。
某種描圖紙，類似防油紙，製造時係延長打漿時間以得到高透明度。本節也涵蓋其他種類的描圖紙。
格拉新（Glassine），為高光澤透明紙，製法與防油紙類似，但最後製造階段係在超壓光機上重複噴霧加濕加
熱加壓以獲致其特具的透明度。類似之高光澤透明紙用同樣方法製造，然而紙漿中加入塑膠或其他物料。
高光澤透明或半透明紙主要者均不著色，但是有色類（加光半透明紙）則於漿料處理階段加入色料，其不滲
透性較植物性羊皮紙或防油紙均低，仍可用作保護性的包裝如供糖果包裝等等，用製信封上之透明窗口，如切成
細條則可作精美包裝材料，如包巧克力。
本節所述製品之尺寸參閱本章章註 8。
*
* *

本節不包括紙類之防油性係於紙製造後再加塗佈、浸漬或類似之加工者（第 48.09 或 48.11 節）。

48.07-捲筒或平版，表面未經塗佈或浸漬之組合紙及紙板（以膠黏合數層平坦之紙或紙板而成
者），不論其內部是否加強。
本節涵蓋紙及紙板以粘結劑將兩層或多層紙或紙板黏合一起者。此類製品可用任何品質之紙或紙板製造，黏
結劑可為動物性的、植物性的或無機性（如：糊精、膠水、瀝青（動植物）膠、柏油、乳膠）。
本節製品可與前面各節製品（多層壓貼一起而不用黏結劑）加以區別，將之浸入水或適當之溶劑中，極易加
以剝開並且可看到所用之黏結劑。組合紙及紙板於燃燒時通常也會分層。
組合紙及紙板，其所用黏結劑兼具防水作用（如柏油膠合牛皮紙），也屬歸本節；還有紙及紙板內部以柏油
瀝青、紡織物或其他物料加強者（如紡織物或金屬網，塑膠）祇需其特性仍屬紙或紙板。此類製品主要用作防水
包裝。
較為高級的組合紙及紙板，其貼合層並不顯明，則用於印刷或文具。其他則用於製盒及書本裝釘。
本節所述製品之尺寸規格，請參閱本章章註 8。
纖維板不屬本節（第 44.11 節）。

48.08-捲筒或平版紙及紙板，波浪狀（有或無以平坦面紙膠合者均在內）
、縐紋狀、壓紋或打孔
者，第 48.03 節所述者除外。
4808.10-瓦楞紙及紙板，不論是否打孔均在內
4808.40-縐紋牛皮紙，不論是否壓紋或打孔均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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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8.90-其他
本節涵蓋多種紙及紙板，為捲筒或平版，具有共同特性，即紙在製造過程中或以後，經特殊加工，已不再平
坦或一致的表面。本節產品之尺寸，參閱本章章註 8。本節包括：
（1）瓦楞紙及紙板
瓦楞紙及紙板係將其原紙經有楞轆加熱加壓所製成。可為單層瓦楞，或可結合一平面紙於一邊（單面）
或兩邊（雙面）。厚重型紙板可以數層平面紙與瓦楞紙相間構成。
最常見的瓦楞紙及紙板為用於製造瓦楞紙箱，也用作保護性包裝材料。
（2）縐紋紙
此類製品係以機械方法處理潤濕狀紙匹，或將紙匹通過有縐摺之兩轆縫，其原有之面積大為減少，所
得製品具縐摺表面及有高度的彈性。
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其外表原本有縐摺不能視為縐紋紙類而歸屬第 48.03、48.18 或 48.23 節。有彈性
紙以固留壁（clupak）法加工者亦除外。這類紙是以機械方法於潤濕狀態下將紙匹加工，但通常其外表並無
顯明的縐紋（通常屬第 48.04 或 48.05 節）。
縐紋紙常予著色，以單層或多層用於製造多種之製品（如水泥袋及其他包裝材料、裝飾帶）。然則其
用於家庭用或衛生用者除外（第 48.03 節）。第 48.18 節所指之產品亦除外。
（3）壓紋紙及紙板
壓紋紙及紙板為其表面具顯然之不均勻感，通常是在紙製成後，於乾燥或潤濕狀態下，將之通過表面
具花紋之壓花轆，或以刻有花紋的金屬板壓製而成。這類製品有品質及外觀差異大，並包括俗知的縐摺紙
及仿皮紋之壓花紙，布紋紙（包括壓轆上蒙以布製者）。用於製造某些書寫紙、壁紙、盒內外襯紙、書本
裝釘等等。
（4）打孔紙及紙板
於乾態下將紙或紙板以機械法加以打孔而成。打孔形式可為圖案形或僅為規則間隔。
本節包括使用直線打孔以便裁切之打孔紙製品。
打孔紙可用於改製花式紙（如，貨架裝飾紙，鑲邊細孔紙），或作包裝用等等。
除第 48.03 與 48.18 節製品外，下列各項也除外：
（a）紙之具有自然粗粒紋者，例如繪圖紙（第 48.02 或 48.05 節）。
（b）打孔紙及紙板卡紙用於提花機或類似之設備者，與紙花邊（第 48 .23 節）。
（c）打孔紙及紙板之音樂卡、盤與卷（第 92.09 節）。

48.09-碳粉複寫紙、自行複寫紙及其他複寫或轉印紙（包括經塗佈或浸漬之複印蠟紙或套版印
刷版紙），不論是否印刷均在內，捲筒或平版者
4809.20-自行複寫紙
4809.90-其他
本節包括經塗佈、浸漬或以其他方式製成之捲筒或平版之紙。本節之產品尺寸參見本章章註 8 之規定，尺寸
不符合者歸列第 48.16 節；詳細描述見第 48.16 節之說明。
本節不包括：
（a）燙印箔（葉）（第 32.12 節）。
（b）感光紙（通常屬第 37.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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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0-任何尺寸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紙及紙板，其一面或雙面用高嶺土（白土
）或其他無機物塗佈，不論是否有黏結劑均在內，惟未有其他塗佈，且不論是否經表面
著色、表面裝飾、或表面印刷（＋）。
-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紙及紙板，不含用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得纖維，或所
含前述纖維重量佔全部纖維含量不超過 10％者：
4810.13--捲筒
4810.14--不摺疊時，其一邊不超過 435 公厘，另一邊不超過 297 公厘之平版紙
4810.19--其他
-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紙及紙板，其所含用機械法或化學機械法製得纖維重量
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10％者：
4810.22--輕量塗佈紙
4810.29--其他
-牛皮紙及紙板，書寫、印刷或其他製圖用者除外：
4810.31--整幅均勻漂白，且所含化學法木材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95％，而其每
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50 公克
4810.32--整幅均勻漂白，且所含化學法木材纖維重量超過全部纖維含量之 95％，而其每
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
4810.39--其他
-其他紙及紙板：
4810.92--多層
4810.99--其他
無機物除高嶺土（白土）外，常用於塗佈者有硫酸鋇，矽酸鎂，碳酸鈣，硫酸鈣，氧化鋅與金屬粉（參閱本
章註解總則塗佈紙及紙板）。本節所指無機塗料也可含少量有機物，用作為加強紙面特性。
本節涵蓋：經高嶺土或其他無機物質塗佈之用於書寫、印刷或製圖表的紙或紙板，包括用於印表機或影印機
的紙（此類輕量塗佈紙的定義，參見本章目註 7；又定義中所稱 “木纖維”不包括竹纖維）、牛皮紙及紙板、多層
紙及紙板（參見第 48.05 節註解）。
如僅係任何尺寸之成條或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紙及紙板，歸列在本節，惟如這些紙已切成任何
其他形狀，則應歸列在本章內後列之節（例如：48.17、48.21 或 48.23）。
本節不包括：
（a）香水紙或紙之經以化妝品浸漬或塗佈者（第三十三章）。
（b）感光性紙或紙板之屬第 37.01 至 37.04 節者。
（c）診斷用或實驗室用試劑所浸漬之紙條（第 38.22 節）。
（d）屬於第 4809 節或 4816 節之複寫紙。
（e）壁紙及類似品（糊牆紙）與窗用透明紙（第 48.14 節）。
（f）通信用卡片及屬於第 48.17 節的紙或紙板之文具。
（g）砂紙或紙板（第 68.05 節）與用紙或紙板裱底的雲母（雲母粉除外）（第 68.14 節）。
（h）用紙或紙板裱褙的金屬箔（通常為第 14 或 15 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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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4810.13 目，4810.14 目，4810.19 目，4810.22 目及 4810.29 目
紙及紙板之屬於這些目者，如為未塗佈狀，則歸屬第 48.02 節。

第 4810.92 目
多層紙及紙板之敘述見第 48.05 節註解。

48.11-任何尺寸之捲筒或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平版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經塗
佈、浸漬、覆面、表面著色、表面裝飾或印刷者，第 48.03、48.09、48.10 節者除外。
4811.10-焦油、瀝青或柏油紙及紙板
-塗膠或塗接著劑之紙及紙板：
4811.41--自黏性者
4811.49--其他
-以塑膠（接著劑除外）塗佈、浸漬或覆面之紙及紙板：
4811.51--已漂白，且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者
4811.59--其他
4811.60-以蠟、石蠟、硬脂、油或甘油塗佈、浸漬或覆面之紙及紙板
4811.90-其他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
如係任何尺寸之條狀或捲筒或者為長方形（包括方形）紙和紙板，則歸屬本節。惟如其已切成任何其他形狀，
則歸入本章內後列之節（例如第 48.23 節）。依照本節條文及本節註解末所列之條件及排除規定，本節適用以下
成捲或平版紙：
（A）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其一面或兩面經以高嶺土或其他無機物以外物料塗佈者（例如，供傳真
機用之熱感應紙）。
（B）浸漬紙，紙板，纖維素胎，纖維素紙，（參閱本章註解總則：浸漬紙及紙板）。
（C）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經塗佈或被覆，祇需其塗佈或被覆之塑膠層不超過總厚度之一半者（參
閱本章章註 2（g））。
飲料及其他食品包裝用之紙及紙板，其印有關於包裝物之文字和圖解，兩面被覆薄且透明之塑膠，不
論有無金屬箔之內襯（如在表面則將構成包裝之內面）亦歸列於此節，這些產品可用摺痕及作記號之方式
來顯示各包裝容器在捲筒上之裁切。
（D）紙，紙板，纖維素胎與纖維素紙，表面著上單色或多色，包括表面大理石紋與圖案印刷紙，或印有斑紋、
人像或畫面而僅附屬於其主用途，亦不構成屬於第四十九章之印刷品者（參閱本章章註 12 與註解總則：著
色或印刷紙及紙板）。
本章亦不包括：
（a）纖維素胎之經浸漬或塗以藥品等等屬於第 30.05 節者。
（b）香水紙或紙之浸有塗有化妝品者（第三十三章）。
（c）紙與纖維素胎，塗有或覆以肥皂或清潔劑（第 34.01 節），或以擦光料，膏劑或類似製劑加工者（第 34.05
節）。
（d）感光性紙或紙板（第 37.01 節至 37.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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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石蕊試紙及測極紙及其他以診斷或實驗用試劑浸漬之紙（第 38.22 節）。
（f）紙或紙板之一面塗有或覆以塑膠之厚度超過總厚度之一半以上者。
（g）紙具有僅為水印線條等，即使線條係供印刷線條之用者（第 48.02、48.04 與 48.05 節）。
（h）壁紙及類似之糊牆紙與窗用透明紙（第 48 .14 節）。
（ij）第 48.17 節之通信用卡片及其他紙或紙板製文具。
（k）屋頂用紙板（油毛氈）之雙面全部包裹或被覆一層柏油或類似物質者（第 68.07 節）。

48.12-紙漿製濾塊、濾板及濾片。
此項為植物（棉，亞麻，木材等等）纖維所組成，纖維含量高，壓成塊、片或板狀而不藉助任何黏結劑，其
纖維仍保有鬆散之狀態。
此類植物纖維可摻以石棉纖維，若其塊、片或板保有紙漿之特性則歸類本節。
於製成塊、片或板前，纖維基於用途之需求，加以濃縮至應有之紙漿之濃度，並去除雜物，避免對過濾物有
顏色、氣味或異味。
濾塊也可由兩張以上之濾片壓製而成（有時用手工），濾片係由清潔紙漿製成。
濾塊（也稱作濾體）用於過濾機以澄清液體（如酒，烈酒，啤酒，醋）。歸屬本節者不論其尺寸及形式。
本節不包括：
（a）棉籽絨之僅經加壓成張或片者（第 14.04 節）。
（b）其他用於過濾液體之製品，如濾紙（第 48.05 節或 48.23 節）。纖維素胎（第 48.03 節或 48.23 節）。

48.13-捲菸紙，不論是否切成一定尺寸，亦不論其是否為小冊或管狀均在內。
4813.10-小冊或管狀者
4813.20-寬度不超過 5 公分之成捲者
4813.90-其他
本節涵蓋所有之捲菸紙（包括填塞、包裝紙及外包紙之用於過濾體，分別組合濾嘴與香煙者），無關於其尺
寸或形式。通常捲菸紙具下列各形式：
（1）單頁或成小冊（不論是否印刷）含若干頁，其尺寸足夠捲一枝香煙，用於手捲煙者。
（2）如香煙尺寸之管狀。
（3）切成捲筒（通常寬度不超過 5 公分）供機製煙用。
（4）捲筒而其寬度超過 5 公分。
捲菸紙，通常有羅紋或水印，為高品質（常以麻或破麻布紙漿所製），雖薄但有相當強度，可不加填料或加
少許特種填料。通常為白色，但可用色紙。有時亦以某些物質加以浸漬如硝酸鉀、木焦油或甘草。
捲菸紙之一端塗以蠟、金屬顏料或其他無吸收性物質，管狀物有時加軟木、草、絲等等濾頭。管狀物也可加
濾嘴，通常用小團吸收紙、纖維素胎或醋酸纖維素纖維填塞組成，其濾嘴端可用較重磅紙予以加強。

48.14-壁紙及類似糊牆紙；窗用透明紙。
4814.20-壁紙及類似糊牆紙，其正面塗佈或覆蓋以塑膠，該塑膠層具有印刷紋理，浮凸壓
紋、表面著色、印就圖案或其他裝飾
4814.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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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壁紙與類似之糊牆紙
按本章章註 9，「壁紙及類似糊牆紙」一詞僅適用於：
（a）捲筒紙，寬度不小於 45 公分，不超過 160 公分，適於牆壁或天花板之裝飾並合乎下述條件之一者：
（1）斑紋、壓花、表面著色、印有圖案或他種表面裝飾（如以紡織纖維微屑）。無論其是否塗有或覆有透
明之塑膠保護層俾使其具洗滌性，甚至耐擦性。此類紙通常均稱作「壁紙」。
油氈紙（Lincrusta）也屬本類。係由重磅紙所製，塗有由亞麻油與填料所組成乾性油混合物，其塗佈層
經壓花及表面裝飾使其適於作牆壁或天花板之裝飾。
（2）表面不均勻，亦由於製造時摻合木粒、草粒等等。此類糊牆紙通常稱為「生染」(“Ingrain”paper)紙，可
加表面修飾（如作畫）或不加修飾。不加修飾之生染紙常於貼掛牆壁上後再加作畫。
（3）正面塗佈或覆蓋塑膠，該塑膠層具有紋理、浮凸壓紋、表面著色、印成圖案或其他裝飾，這些糊牆紙
Vinyl 糊牆紙”或“Vinyl 壁紙”。
（4）正面之全部或部分覆有編結材料，無論其是否相貼合為平行狀或交叉型者。有些此類糊牆紙具有一層
以紡織纖維予以貼合之編結材料。
（b）鑲邊與嵌條，為狹紙條，經如上述之處理（如壓花、印有圖案、表面修飾用乾性油與填料之混合物，塗有
或覆有塑膠）。無論其是否為捲筒而適於作牆飾或天花板裝飾者。
（c）糊牆紙以印有風景、圖案或斑紋鑲板紙製成，當糊於壁上時可拼合成畫面者（也稱作壁畫）。此類鑲板紙可
為任何尺寸，為捲筒或平板。

（B）窗用透明紙
此類製品由薄、硬並高度光澤半透明或透明紙製成、它印有各式裝飾圖案，通常著色以仿有色玻璃，可作裝
飾用或僅為減低玻璃窗的透明度。為了廣告或展示目的，它可印上文字或圖畫等。
可以捲筒或即可貼上窗子或門的尺寸來供應，也常塗以黏著劑。
*
* *

本節不包括：
（a）一種自黏性糊牆紙，純用為塑膠膜附著於紙張上而於使用時將紙層剝去者（第三十九章）。
（b）一種糊牆紙之以木皮或軟木製成以紙作襯底者（第 44.08、45.02 或 45.04 節）。
（c）質地較重及較堅實之類似糊牆紙製品，例如在紙板上具有一層塑膠，通常呈較寬捲筒（如 183 公分），可用
作地板覆蓋物，亦可用於糊牆者（通常為第 48.23 節）。
（d）一種轉印紙（轉印圖畫紙），稍似窗用透明紙外觀者（第 49.08 節）。
（e）糊牆織品之附有襯底紙者（第 59.05 節）。
（f）糊牆鋁箔之附有襯底紙者（第 76.07 節）。

[48.15]

48.16-碳粉複寫紙、自行複寫紙及其他複寫或轉印紙（第 48.09 節除外）
，複印蠟紙及套版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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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紙，不論是否盒裝。
4816.20-自行複寫紙
4816.90-其他
本節涵括經塗佈或另經浸漬之紙類，透過壓力（如打字機鍵的衝壓）、潤濕、油墨等作用，可複製一份或多
份原始文件。
歸屬本節之紙類，只能以後列尺寸供應，捲筒寬度不超過 36 公分，或長方形（含方形）平版，任何一邊不
超過 36 公分，或裁切成長方形（含方形）以外之其他尺寸；否則應歸屬第 48.09 節。對複印蠟紙與柯式版則無尺
寸之規定。本節紙類多以盒裝。
按複印重現方法，此類紙可分兩個類別：

（A）透過將其塗佈或浸漬物之全部或
部分轉印至其他表面之方式，用以複製原始文件之紙類。
本段包括：
（1）碳粉複寫紙或類似之複寫紙
這類紙為經塗佈或浸漬混合碳，或其他著色物之蠟或硬脂等物質者。用於以鋼筆、鉛筆或打字機將之
轉寫到普通紙上。
這類紙可為：
（a）薄紙夾在紙中間用作一次或多次之複寫，或
（b）普通之塗佈紙，常為一組紙之一部分。
本組也涵蓋用於複印膠版複寫紙，其製成底紙可供複印，猶如「印版」可印製多份者。
（2）自行複寫紙
自行複寫紙，亦稱無碳複寫紙，可疊合為複寫本。藉由辦公室機器或鐵筆在原文紙上繕寫的壓力，使
同一紙上或相鄰兩張紙上的兩種不同成份產生反應而印寫原文。
（3）熱感轉印紙
係一面塗以熱感物質，用於紅外線影印機，可將原文件輕由轉移某種染料化合物隨同塗料轉印而至普
通紙上（熱轉印法）。

（B）複寫紙，蠟紙與平版採不同於上述（A）項之方法者
本段包括：
（1）蠟紙與油印蠟紙
蠟紙係薄且強之未上膠紙以塗佈或浸漬石蠟（paraffin）或其他蠟或棉膠或類似品製劑予以加工者。可
用打字機或鐵筆或其他工具將紙面塗佈層打出細孔之字或花紋俾供複印。
油印蠟紙則通常其頂端附有可撕之厚紙底，特別予以打孔，俾可固定於油印機上，也常夾一張薄紙供
作複寫本。再者，油印用蠟紙通常也印有指示標記與不同之印刷說明。
本節也包括有框之印地址機蠟紙。
（2）套版印刷版紙（柯式版紙）與套版印刷版（柯式版）。
套版印刷版紙其一面具特殊塗佈使石印油墨不能滲透。常用於辦公室柯式印機，以普通紙複印文件或
圖案，以手動，機動或其他任何印法。
*
* *

本節紙類亦可疊合為複寫本並聯合上述複印法兩種以上。最具代表性之一例為紙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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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以特別油墨（猶如複寫紙）由之可將文字或圖案反印於第二張紙上猶如（B）（2）節所述相類似之印版。
當將第二張紙置於一合適之複印機上時，其反面之油墨即轉印至普通紙而成為正像，並可複製好多張。
影印或轉印紙，具有文字或圖案供複印者無論其是否按序裝釘，仍保留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轉印紙稱作燙印箔紙者或印版箔。該類為薄紙塗有金屬、金屬粉或顏料而用於印書面、帽邊緞帶等（第 32.12
節）。
（b）第 37.01 至 37.04 節之感光性紙或紙板。
（c）以紙襯底之膠版複印膏（第 38.24 節）。
（d）塑膠膜製油印模版，具有紙襯底裁切成一定尺寸並於一邊打孔者（第三十九章）。
（e）塗有熱感物質之紙張，通常利用使塗佈物質直接變黑（熱複印法）來複製原文件（第 48.11 或 48.23 節）。
（f）多聯商業表格並夾襯複寫紙者（第 48.20 節）。
（g）轉印紙（轉印圖畫紙）（第 49.08 節）。

48.17-紙或紙板製之信封、郵簡、明信片及通信用卡片；紙或紙板製之裝有各式紙類文具之盒
、袋、夾及摘記夾。
4817.10-信封
4817.20-郵簡、明信片及通信用卡片
4817.30-紙或紙板製之裝有各式紙類文具之盒、袋、夾及摘記夾
本節涵蓋紙或紙板製文具類之用於通訊者，如信封、郵簡、明信片（含通信用卡片）。但散頁或成疊書寫紙
與以下所列其他物品則不包括在內。
此類製品可印有地址、姓名、商標、裝飾、花紋、姓名首字母等等，僅係附屬於文具用途者。
郵簡是以紙或紙板或卡紙製造者，邊上塗膠（有時打孔）或其他製作，可以摺封而不需信封者。
明信片除非其包含印好之空間供寫地址或貼郵票或其他標示其用途者，否則不屬本節。
通信用卡片除非其為毛邊或金邊或圓角或經印刷，或經其他製程而清楚地指明其為文具使用者，否則不屬本
節。未經上述加工的普通紙卡視情況歸入第 48.02、48.10、48.11 或 48.23 節。
本節涵蓋盒、袋、夾與摘記夾，以紙張或紙板製內裝多種紙文具者。
本節也不包括：
（a）摺疊或未摺疊信紙，印刷或無印刷，且無論其是否裝盒或包裝成束（視情況歸入第 48.02、48.10 或 48.11 節）。
（b）信紙本，記事簿等等屬第 48.20 節者。
（c）信封，郵卡，郵簡等等，印有郵資或貼有有效郵票者（第 49.07 節）。
（d）第 49.09 節之印刷或附有圖案明信片與印刷卡片。
（e）印妥之信件與類似製品設計作特殊用途者，如即期票據、遷移通知、廣告信，包括填寫用書表（第 49.11 節）。
（f）印有圖書首日封與大張全卡（Maximum）：如不附郵票（第 49.11 節）；如附有郵票（第 97.04 節）。

48.18-家用或衛生用之衛生紙及類似用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成捲筒狀，其寬度不超過 36
公分者，或依尺寸或形狀裁切者；紙漿、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紙手帕、面紙
、紙巾、桌巾、餐巾、床單及供家庭、衛生或醫院用之類似製品、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4818.10-衛生紙
4818.20-紙手帕，面紙及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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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8.30-桌巾及餐巾
4818.50-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4818.90-其他
本節包括家庭用或衛生用之衛生紙及類似用紙、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
（1）成條或捲筒，其寬度不超過 36 公分者；
（2）未摺疊之長方形紙（包括正方形），其任一邊均未超過 36 公分者；
（3）裁切成非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形狀者。
本節亦包括紙漿、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所製之供家庭、衛生或醫院用物品，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本節物品常係第 48.03 節材料所製。
本節不包括：
（a）纖維素胎經浸漬或塗有藥物者或摺疊成形或成包零售，可用於醫藥、外科、牙科或獸醫者（第 30.05 節）。
（b）香水紙與紙之經浸漬或塗佈化妝品者（第三十三章）。
（c）紙與纖維素胎之經浸漬、塗佈或覆蓋有肥皂或清潔劑（第 34.01 節）或以擦光料、膏劑或類似製劑之加工者
（第 34.05 節）。
（d）第六十四章之製品。
（e）第六十五章之帽類及其零件。
（f）第 9619 節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48.19-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箱、盒、匣、袋及其他包裝容器；辦公室及商店
等用之紙或紙板製之文卷盒、信盤及其類似品。
4819.10-瓦楞紙或紙板製之箱、盒及匣
4819.20-非瓦楞紙或紙板製之可折疊之箱、盒及匣
4819.30-底邊寬度在 40 公分或以上之紙袋
4819.40-其他紙袋，包括錐形者
4819.50-其他包裝容器，包括唱片封套
4819.60-辦公室及商店等用之文卷盒、信盤、存物盒及其他類似品
（A）紙箱、盒、套、袋與其他包裝容器類：
本類涵蓋各種大小尺寸之容器，用於包裝、運輸、儲存或販賣之商品，無論其是否也有裝飾價值。本
節包括紙箱、盒、套、袋、錐形筒、牛皮紙袋（sacks）、紙板筒（容器），無論其用滾製或任何其他方法
製造，也無論其是否有圓形加強環（以其他物料所製者），管形容器供郵寄文件者，保護用衣袋、罐、壼
與類似品（如裝牛奶或奶油），無論其是否塗蠟。本節也涵蓋特種用途之紙袋，例如真空吸塵器袋、旅行
嘔吐袋與唱片盒與唱片套。
本節包括摺疊紙箱、盒與套，為：
─箱、盒與匣成單張平版狀，在用時加以摺疊與彎折成形者（如蛋糕盒）；與
─容器經組合或提供組合者，用膠、釘針，僅在一邊結合，另一邊則由容器自行成形，但必要時可用
膠帶或釘針使底或蓋固定者。
本組類製品可加印刷，如廠商名稱、使用說明。例如，小包種子載有廠商名稱外並有圖示果實及其下
種指導，小包巧克力或米麥食品有圖畫以吸引兒童之興趣者，仍保留歸類於本節。
本節製品也可附加非屬紙類之附屬品（如紡織底墊、木架、繩把手、金屬或塑膠角）。
（B）文卷盒、信盤與類似製品，其用在辦公廳、工廠、或類似場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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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組涵蓋之容器，例如卷宗櫃，文卷盒，信盤，存物盒與類似製品之屬堅固耐用型者，通常較上述
（A）組容器美觀。其用途為在辦公廳存放文件、卷宗或工廠、倉庫之用料等等。
這些製品可具備有襯強非紙質之物或附屬品（如：由金屬、木質、塑膠或紡織物等製之絞鏈、把手或
鎖具）。也可加金屬、塑膠等等框架備供插入標示卡。
本節不包括：
（a）第 42.02 節製品（旅行用品等等）。
（b）紙編織物製品（第 46.02 節）。
（c）屬第 4811 節之已塗佈、被覆及印刷之紙及紙板，以捲筒形式，用於製作容器，而且用摺痕及記號來顯示各
容器在捲筒上之裁切。
（d）收集樣本或收集物之簿冊（第 4820 節）。
（e）屬第 6305 節之梭織紙紗袋。

48.20-紙或紙板製之登記簿、記帳簿、筆記簿、訂貨簿、收據簿、信紙本、記事簿、日記簿及
類似簿冊、練習簿、吸墨紙簿、活頁或其他裝訂冊、紙夾、文卷套、各種事務用表格、
夾有空白紙葉之複寫套紙及其他文具；紙或紙板製之樣本或其他收集簿及書籍封套。
4820.10-登記簿、記帳簿、筆記簿、訂貨簿、收據簿、信紙本、記事簿、日記簿及類似簿
冊
4820.20-練習簿
4820.30-裝訂冊（書籍封套除外），紙夾及文卷套
4820.40-各種事務用表格及夾有空白紙葉之複寫套紙
4820.50-收集樣本或收集物之簿冊
4820.90-其他
本節涵蓋多種文具製品，但不包括第 48.17 節通信用品以及本章章註 10 所述之物品。本節包括：
（1）登記簿、記帳簿、各種筆記簿、訂貨簿、收據簿、複寫簿、日記簿、信紙本、記事簿、約會簿、地址簿與
電話號碼簿本類。
（2）練習簿。這些可以含有簡單的線條紙張，但也可以包括已印刷供臨摹之手寫範本。
不包括教育性之作業簿（workbooks），有時稱為書寫簿（writing books），不論其有無敘事的教材，其
內印有教材之問題及練習，而其主要用途係作為作業簿，通常留有空白位置供手寫之用（第 4901 節），亦
不包括小孩子用之作業簿，主要由圖畫組成，附有補充文字，為書寫或其他練習用者（第 4903 節）。
（3）裝釘冊設計供散裝印刷物、雜誌及類似品之用（例如：夾子裝釘冊、彈簧裝釘冊、螺絲釘裝訂冊、環狀裝
訂冊）及紙夾、卷宗夾、卷宗夾（但非卷宗盒）與議案夾。
（4）各種事務用表格：係一套書表以感壓複寫紙印就或夾以複寫紙者。此類書表用於連續或不連續之複式副本。
其上印有格子供填入各項資料。
（5）夾有空白紙之複寫紙套紙：類似各種事務用表格但無印刷或僅印有信頭。大量用於打製多份副本，亦即商
業書表，其一端以膠黏或打孔。
（6）收集樣本或收集物之簿冊（如集郵，照片）。
（7）其他文具如吸墨水紙簿（摺或不摺）。
（8）書籍封面（裝訂封面及包書紙），不論是否印有文字（標題等）或圖書說明。
本節某些物品常含有不少之印刷物，但倘若這些印刷係附屬於其主要用途者仍歸列在本節（不屬第 4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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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表格（主要須經手寫或打字始可完成）和日記簿（主要供書寫用）上。
本節製品有時也有相當多之印刷但仍歸屬本節（不屬第四十九章），只需印刷是附屬於主要用途者，例如：
主要以手寫或打字完成之表格，用來寫作之日記本。
本節製品可以非紙質物裝釘（如皮革，塑膠或紡織品）或配金屬、塑膠等來加強做附件。
另一方面，製品如備忘錄座主要為木材、大理石等所構成，可將它分類為木材、大理石等製品。散頁練習紙
與其他書寫紙，包括打孔供散頁簿用紙則視情況歸入第 48.02、48.10、48.11、或 48.23 節。散頁紙供黏貼簿用者亦
除外，可視其性質歸屬其他各節。
本節不包括：
（a）支票簿（第 49.07 節）。
（b）空白多段旅行票券（第 49.11 節）。
（c）樂透彩票、「刮刮樂卡」、抽籤彩票及湯姆拉（tombola）彩票（ 一般歸入第 49.11 節）。

48.21-紙或紙板製之各種標籤，不論是否印刷者（＋）。
4821.10-已印刷
4821.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各種紙和紙板製標籤，用以附著於任何形式之製品，供標示其性質、本體、所有權、目的地、
價格等，這些可以為黏貼的形態（已上膠或自黏性）或已設計其他方法來固定，如繩類。
這類標籤可無印刷，印有文字或圖畫、膠黏、附有繫件、夾子、鉤子或其他固定物或以金屬或其他物質加強。
可加打孔或成單張或裝釘成小冊子。
自黏性印刷標籤，例如已設計供宣傳、廣告或僅作裝飾用者，如滑稽性圖畫標籤和櫥窗標籤，除外（第 49.11
節）。
本節不涵蓋「標籤」之以堅固之金屬片構成底板而在兩面或一面貼有薄紙，不論其有否印刷（第 73.26 節，
76.16 節，79.07 節等或 83.10 節）。
。
。。

目註解
第 4821.10 目
本目涵蓋所有已印刷標籤，不管印刷在上面的意義或程度。已印刷標籤，例如以線條或其他簡單的邊緣或僅
編入小的圖形或其他符號均因此而視為〝已印刷”此為本目之目的。

48.22-紙漿、紙或紙板製之線軸、線管及其類似品（不論是否打孔或硬化者）。
4822.10-供紡織紗線纏繞用者
4822.90-其他
本節涵蓋線軸、小徑管、大徑管、錐形管及類似之芯管用於捲紗或金屬線，無論其供工業或零售者，也包括
圓柱芯管（兩端開口或封閉）之用於捲布、紙或其他物品。
這類物品可用紙板製、紙張捲成、壓成或模製（參閱本章註解總則最後第二段），有時加以打孔。可上膠、
浸漬或塗以塑膠等，但製品特性屬積層塑膠者除外（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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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軸、管類之兩端可加強或加附件，如木材、金屬或其他物料。
本節不包括各種平版形作同樣用途之製品（第 48.23 節）。

48.23-其他切成一定尺寸或形狀之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其他以紙漿、紙、紙板、
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物品。
4823.20-過濾紙及紙板
4823.40-已印刷自動紀錄機用之成捲、成張或盤狀紀錄紙
-紙或紙板製之盤、碟、杯及其類似品：
4823.61--竹製
4823.69--其他
4823.70-紙漿之模製或壓製品
4823.90-其他
本節包括：
（A）本章前面各節未涵蓋之紙及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
─寬 36 公分以下之條狀或捲筒者；
─長方形（含方形）平版，攤開時任何一邊不超過 36 公分者；
─切成一定形狀但非長方形（含方形）者。
應注意的是，第 48.02、48.10 及 48.11 節任何尺寸之條狀或捲筒或者為長方形（包括方形）紙和紙板，
仍然分類在這些節內。
（B）紙漿、紙、紙板、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之製品，不屬本章內前列任何節，亦不屬於本章章註 2 之除外製品
者：
因此本節包括：
（1）過濾紙及紙板（摺或未摺疊）。通常不成長方形（含方形）例如圓形過濾紙及紙板。
（2）已印刷之自動紀錄儀用標度盤紙，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形狀者除外。
（3）本章內前列各節未涵蓋之切成形狀之書寫，印刷或製圖用途之紙及紙板，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形狀
者除外。
（4）紙或紙板製之盤、碟、杯及其類似品。
（5）模製或壓製紙漿製品。
（6）未塗佈條狀紙（無論是否摺疊）供編結或其他用途者，供製圖用者除外。
（7）窄紙條（即狹條亂堆供包裝填充用。）
（8）糖果包裝紙，水果包裝紙及其他切成一定尺寸之包裝紙。
（9）糕餅卡紙及紙，果醬盒蓋；袋用成形紙。
（10）已穿孔之紙卡及紙板卡用於提花機或類似機械（參閱本章章註 11）即為控制織布機而製之打孔紙板
（「穿孔」紙卡及紙板卡）。
（11）紙花邊及鑲邊；貨架包邊紙。
（12）紙墊料及墊圈。
（13）郵票襯紙，貼照片角及照相襯紙，手提箱加強角。
（14）紗條筒，平版捲線卡等；模製蛋盤。
（15）紙製腸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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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裁衣紙型，模及樣板，無論其是否組好。
（17）以任何材料之扇架和紙襯或紙葉做成之扇及手搖扇，以及個別的紙扇襯。但以貴金屬扇架做成之扇
或手搖扇則歸入第 71.13 節。
除本章章註 2 除外之製品外，本節不包括：
（a）捕蠅紙（第 38.08 節）。
（b）已浸漬診斷用或實驗用試劑之紙條（第 38.22 節）。
（c）纖維板（第 44.11 節）。
（d）第 48.02 節供書寫，印刷或製圖用途之未塗佈之紙條。
（e）第 48.10 或 48.11 節之塗佈、覆面或浸漬之紙條。
（f）樂透彩票、「刮刮樂卡」、抽籤彩票及湯姆位（tombola）彩票。（一般歸入第 49.11 節）
（g）紙陽傘（第 66.01 節）。
（h）人造花，葉及水果與其附屬品（第 67.02 節）。
（ij）絕緣物及其他電氣製品（第八十五章）。
（k）第九十章之製品（如整形器材與示範設備、科學儀器之面板等）。
（l）鐘錶面板（第 91.14 節）。
（m）彈藥筒及彈殼內充填物（第 93.06 節）。
（n）燈罩（第 94.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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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書籍，新聞報紙，圖畫及其他印刷工業產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樣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透明底之照相正片或負片（第三十七章）；
（b）立體之地圖、設計圖或球儀圖，已否印刷者均在內（第 90.23 節）；
（c）撲克牌第九十五章之其他物品；或
（d）凹版畫、版畫或石版畫原跡（第 97.02 節），稅則第 97.04 節之郵票或印花稅票、郵資符誌、首日封、明
信片、信封、郵簡及類似品，第九十七章之超過一百年之古董或其他物品。
2.─本章所稱「印刷」並指以複印機複印、以自動資料處理機控制製作、浮凸印刷、攝影、影印、燙印或打字。
3.─新聞報紙、雜誌及期刊，經另行裝訂已非散頁或單本者、成套報紙、雜誌或定期刊物，在同一封面下有一期
以上者，應列入第 49.01 節，不論其是否含有廣告品在內。
4.─第 49.01 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a）彙集之印刷複製品，例如藝術作品或繪畫附有文字說明並註明頁數，俾便裝訂成冊者；
（b）已裝訂書籍之圖書附刊；或
（c）已印書籍或小冊之部分品，屬散頁或集頁，或印有摺疊記號，構成該書之全部或一部分以備裝訂者，但
印刷圖畫或圖解而無文字說明，不論其是否印有裝訂用摺疊記號或散頁，均列入第 49.11 節。
5.─合於本章章註３規定者，第 49.01 節不包括主要用於廣告之出版物（例如：小冊、時事小冊、傳單、商業型錄、
商業圖體發行之年鑑、旅遊宣傳品）。該項出版物應列入第 49.11 節。
6.─第 49.03 節所稱「兒童畫刊」係指以圖畫為主，文字為副，供兒童閱讀之書籍。

總

則

除下述極少例子外，本章所包括之印刷品，其主要性質與用途決定於其實質之印刷為文學作品、字彙或圖畫。
另者，除第 48.14 或 48.21 節之商品外，紙、紙板或纖維素胎或類似產品，其少量印刷僅附屬於其主用途（例
如印刷包裝紙、印刷文具）則歸列於第四十八章。還有，印刷紡織品，如圍巾、手帕，其印刷主要係裝飾或新型
式為目的者，但不影響該商品之特性，有印刷設計之刺繡織物與織綿帆布歸列於第十一類。
第 39.18、39.19、48.14 或 48.21 節之商品也不屬本章，甚至其印刷之文字圖畫並不僅附屬於與其主要用途。
按本章之主題「印刷」一詞不僅包括幾種普通人工複印品（例如彫刻或木刻之拓印，原版除外）或機器印刷
（鉛印、平版印刷、石印、凹版印刷等等），也包括複印機複印、以自動資料處理機控制製作、浮凸印刷、攝影、
影印、燙印或打字（參閱本章章註２），無關於其字體（例如任何文字Ａ、Ｂ、Ｃ數字、速寫符號、莫氏電碼或
其他符號、盲人點字體、音樂符號、圖畫表格），但此一用詞不包括著色、裝飾性或重複圖案印刷品。
本章也包括手工製類似品（含手繪地圖與圖表）以及手寫或打字的複寫本。
通常本章的物品係以紙製成者，但以具本註解總則第一段所述特性之其他材料所製成的物品亦屬之。然由陶
瓷、玻璃或卑金屬所製成，供商店招牌及商店櫥窗用（帶有印刷圖畫及文字）之字母、數字、符號、標誌及類似
圖案，分別歸列於 69.14、70.20 及 83.10 節，但備有照明設備者歸列於 94.05 節。
較普通之印刷品（如書籍、報紙、小冊子、圖畫、廣告物）之外，本章亦涵蓋下列紙品：轉印畫紙（decalcomanias）
、
印刷或加註之明信片、賀卡、曆本、地圖、畫表類、郵票、印花票等。不透明底上之微縮本，屬於本章者，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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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 49.11 節。以光學儀器所製得微縮本，其尺寸大為縮小，通常需用放大器閱讀。
本章不包括：
（a）屬第三十七章之照相透明底片或透明正片（如顯微照片）。
（b）屬第九十七章之貨品。

49.01-書籍、小冊、傳單及類似印刷品，不論是否單頁者。
4901.10-單頁，是否摺疊者均在內
-其他：
4901.91--字典及百科全書，及其分期發行者
4901.99--其他
本節實際上涵蓋所有出版品及印刷讀物，有無插圖者均在內，但已列入本章其他節之宣傳性出版物及更明確
列入其他節的產品除外（特別是第 49.02、49.03 或 49.04 節），本節包括：
（A）書籍與小開書籍主要為各類文字內容，以各種語文或字體印刷，包括點字與速寫。它們包括各種文學作品、
教科書（包括教育性之作業簿，有時稱為書寫簿），不論有無敘事的教材，其內印有問題或練習題（通常
留有空白供手寫之用）；科技出版品；參考用書如字典、百科全書與指南等（例如電話簿，包括「黃頁」
分類）；博物館與圖書館的目錄（但不包括商品目錄）；禮拜用書和祈禱書、聖詩集（屬第 49.04 節聖詩樂
譜書除外）；兒童讀物（第 49.03 節兒童圖畫書、繪畫簿或著色畫簿除外）。此類書籍可裝訂成單冊或數冊
（無封面或附有軟或硬封面），亦可以是準備裝訂的一部作品之全部或部分散頁。
書套、書夾、書籤及其他小附件連同書籍供應者皆視為成書之一部分。
（B）說明書、小冊子、活頁，無論包括幾張讀物釘在一起（例如釘書針釘者）或未釘在一起，甚至為單頁者。
本項包括出版品如：短篇科學論文或專文說明書及註解等等，由政府機關或其他團體所印行，小冊子、
讚美詩等等。
此類產品不包括載有個人問候詞，消息或通知之印刷卡片（第 49.09 節）及已印有表格但還須要另外加
入某些其他資料者（第 49.11 節）。
（C）文字散頁可供活頁裝釘者
本節也涵蓋：
（1）新聞報紙、雜誌及期刊，經另行裝訂已非散頁或單本者、成套報紙、雜誌或定期刊物，在同一封面下有一
期以上者，不論其是否含有廣告品在內。
（2）裝釘之圖畫書（但為第 49.03 節兒童圖畫書以外者）。
（3）印刷美術作品、藝術作品之重製或複製本彙集，附有少許說明（例如藝術家小傳），各頁有編號而全部可
合於裝訂者。
（4）裝釘成冊之附屬畫面補充物並含有些文字說明者。
其他圖畫出版品不包括在內，通常歸屬第 49.11 節。
按章註 3，本節也不包括所有專做廣告用之出版品（包括觀光宣傳品）與商業宣傳為目的之出版物，即使後
者並無直接具廣告之價值。這些廣告出版物包括，如商業（說明書）型錄，公會出版之年報含相當之商情資料，
同時有不少數量之會員廠商廣告，引人注意刊登者的產品與服務。本節也不包括某些間接或暗中旨在作廣告的出
版物，雖則其表面上似乎並非廣告。
另一方面，某些出版物例如科學論文由工業團體所刊行者與某些出版物僅在描述工商業的趨勢、進展或活
動，但不具直接或間接的宣傳價值，則可歸屬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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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也不包括：
（a）複寫與轉印紙，印有說明內容或設計可作複製，按序捆紮者（第 48.16 節）。
（b）第 48.20 節所屬日記與其他文具書冊，主要須經手寫或打字始可完成者。
（c）單份之報紙、雜誌及期刊，未裝訂成僅以散紙裝訂者（第 49.02 號）。
（d）兒童練習簿主要由附有補充文字之圖書所構成，供作書寫或其他練習用者（第 49.03 節）。
（e）音樂簿（第 49.04 節）。
（f）地圖集（第 49.05 節）。
（g）書籍之部分品，不論是否印有摺疊記號或為散頁，僅有圖畫但無文字說明者（第 49.11 號）。

49.02-報紙、雜誌及期刊，不論是否附有圖解或含有廣告品。
4902.10-至少每週發行４次者
4902.90-其他
本節所指出版品，其區別特徵主要在其連續定期出刊，每期註明出版日期（即使僅僅標明一年內某一時期，
例如：「一九六六春季」）並常標明期號。可以散裝或以紙包紮，但如另行包紮或一個封面內包括數期（合訂本），
則不包括在內（屬第 49.01 節）。此類出版品通常主要為讀物，但也有許多插圖，也可能為許多圖畫，也可含有
廣告品。
本節所包括之出版品為：
（1）報紙、日報或週報，呈未裝訂的散頁印刷物，主要為當時的一般性新聞，附帶當時的、歷史的、傳記的等
性質文章。也包括些插圖和廣告。
（2）雜誌和其他期刊、週刊、雙週刊、月刊、季刊或半年刊，或為日報型或裝訂成冊之出版品。其內容可以為
專業性者（如：法律的、醫藥的、財務金融的、商業的、時裝或體育等），由有關組織所出版。或者也可
為更廣泛性的，例如一般性雜誌。這些包括工業或為相關工業的出版品（例如：汽車製造商）以促銷其產
品。業務性雜誌通常只在工業組織內流通等，為該類組織所關注。期刊例如時裝雜誌可為貿易公司或某一
公會出版，旨在宣傳。
大型著作之部分（如參考書籍）有時每週或每兩週出版一次，在預定期限內分期出版則不能視為期刊而屬於
第 49.01 節。
副刊如圖畫、圖樣等等，通常與報紙或期刊同時出版並同時出售，則被視作該出版物之一部分。
廢紙之含舊報紙、雜誌或期刊者屬第 47.07 節。

49.03-兒童圖畫書、繪畫簿或著色簿。
本節限於某些著色圖畫簿，明確地為兒童之興趣而蒐集者或者作為他們初級教育第一步之規範，並且圖畫構
成主要部分而不是課本的附屬品（參閱本章章註６）。
這部分包括，例如字母類圖畫書與以連環圖畫成的故事，附有標題已個別圖畫之簡要說明。並且也包括兒童
練習簿主要由附有補充文字之圖畫所構成，供書寫或其他練習用者。
但不包括某些書籍，即使有詳細說明，其寫作方式為連續短文附帶故事說明者。此類書籍歸屬第 49.01 節。
本節所述書籍可印刷於紙上，紡織品上等等，也包括兒童（手工）碎布書籍。
一本兒童圖畫書帶有「立體」可拆下之圖畫也歸屬本節，但如其主題為玩具則除外（第九十五章）。同樣的
一本兒童圖畫書含有可剪下之圖畫及模型亦屬本節，只要可剪下部分不超過全書一半頁數而為次要者（包括封
面）；如果它超過一半頁數設計作剪割之用，無論其整頁或部分，其內容即使含相當數量之文字說明者仍被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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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第九十五章）。
本節也包括兒童繪畫或著色簿本。這類簿本主要為裝釘之冊頁（也可為可拆下之郵卡）含簡單之畫圖供描繪，
或為圖畫之輪廓單線，附或不附印就之說明，供兒童加以完成或著色，有時也有著色說明以為規範，也可包括簿
本之有隱藏之單線圖或顏色，可用鉛筆摹拓或以畫筆加水使其顯影；也包括簿本之附有水彩著色板者。

49.04-樂譜原稿或印本，不論是否裝訂成冊或有無說明者均在內。
本節包括所有之樂譜、器樂或聲樂的印本或原稿，無論其有無裝釘或說明者，也不論其音符之系統（例如：
音符簡譜、五線譜、數字音符、點字譜等）。
本節所指樂譜可為印刷品或手稿寫於紙上或其他物質上，可為單頁（包括紙板）、裝釘成冊者等等，無論其
有無插圖或有相伴之文字。
還有較普遍之印刷或手稿樂譜，本節也包括其音樂簿、歌譜（含小本型）與教學樂譜（導師用），內含練習
曲與習作，以及指導之說明文字。
外包封套與樂譜一起者亦視為其一部分。
本節不包括：
（a）印刷之書籍，樣品說明書之含有音符而僅係附屬於文字之說明者，例如某書中所提到之特別主題之旋律或音
樂主題（第 49.01 或 49.11 節）。
（b）用於機械樂器用卡片、碟片與音樂卷（第 92.09 節）。

49.05-印刷之地圖及水道圖或各種類似圖，包括地圖集、懸掛地圖、地形圖及球儀圖等。
4905.10-球儀圖
-其他：
4905.91--成冊者
4905.99--其他
本節涵括所有球儀（例如陸上的、月球的或天體的）圖、圖表與平面圖設計來表示天然的或人為的國家、城
市、海洋、領空等特點者，以傳統符號指出界線等。地圖或圖表附有廣告者仍歸屬本節。
本類品可印刷於紙上或其他物質上（如布），加強或未加強，可為單頁或摺頁或集合多頁裝釘成冊（例如地
圖集）。其亦可裝有活動指示器與滾軸，也可有透明之保護面或其他附件。
本節包括之相關各件：
地理圖（包括地球之區域圖）道路圖、懸掛地圖、地圖集、水道圖、地理或天體的圖表、地形測量圖、地形
圖（例如城市或市鎮圖）。
也涵蓋印刷之球儀圖內裝照明設備，但非僅是作為玩具者。
本節不包括：
（a）書籍附屬之地圖（第 49.01 節）。
（b）手繪地圖、平面圖等，及其副本與影印本（第 49.06 節）。
（c）航空測量圖或地貌照片，無論其是否屬正確之地形，只需其屬未製成地圖、圖表或平面圖（第 49.11 節）。
（d）示意圖之供作某項工業遊覽或其他活動之說明者，一國或一地區鐵路系統之大概等（第 49.11 節）。
（e）紡織品，例如圍巾或手帕印有裝飾用之地圖者（第十一類）。
（f）立體的地圖、詳圖或球儀，無論其是否印刷（第 90.23 節）。

－774－

Ch.49

49.06-供建築、工程、工業、商業、地形學上的或類似目的之設計及圖表之手繪原稿；手抄稿
；上述文件之感光紙影印本及副本。
本節涵蓋工業圖表與藍圖，其通常用途為標示各部分之相關位置或建築物特性，機器或其他結構物相關位置，
或供作營造者或製造者之規範（例如建築師或工程師之圖表與藍圖）。該圖表及藍圖可包括規格書、規則書等，
印刷或非印刷。
本節也包括藍圖或草圖供作公開展示者（例如時裝圖、廣告圖、陶器、壁紙、手飾、家具之設計圖）。
必須注意者，歸屬本節之成品只為手繪原圖或原稿或其感光紙之影印本或副本。
地圖、圖表與地形分佈設計圖之印刷品，屬第 49.05 節。但如手繪原稿或其副本或其感光紙之影印本則歸屬本
節。
手寫文稿（包括速寫但不包括樂譜）及其副本或其感光紙之影印本，無論是否裝釘，亦歸屬本節。
本節不涵括：
（a）複寫與轉印紙之書寫或打字之文稿，備作複印者（第 48.16 節）。
（b）印刷之設計圖與藍圖（第 49.05 或 49.11 節）。
（c）打字稿（包括副本）與以複印機印製之手稿或打字稿之複製本（第 49.01 或 49.11 節）。

49.07-發行國之現行或新發行具有或將有面值而未經使用之郵票、印花稅票或類似票品；印有
前項票樣之紙張；支票；鈔票；證券、股票或債券及其他賦有權益之票券。
本稅則號別之物品，其特點為一經適當機構發行（必要時先完成法律效力），其信用價值即高於其實際價值。
這類紙品概括：
（A）印刷之郵票尚未經使用（即未經銷戳）而屬於現行或新發行，在發行國具有或將有面值者。
本節之郵票、稅票係印刷於紙張上，通常背面附膠，具各種設計與色彩，並印有價值，有時也具特種用
途。
其包括：
（1）郵票，通常為預付郵遞費者，而在某些國家亦作稅票用（例如用於收據或證件）。欠資郵票等亦包括在
內。
（2）印花（稅票）貼於法律的、商業的文件等等。有時也貼於商品上作為付稅證明或者稅票上所標示之稅負
額。稅票（按如我國之貨物稅票）之用貼於應稅貨物上作為付稅證明者，歸屬本節。
（3）其他印花票，例如供公眾購買作為對政府機構之付稅或捐獻者，舉例對政府之福利捐獻或其他社會服務，
又或作國民儲蓄之用。
本節不包括：
（a）印花票形式的憑據（代價券），有時為零售商給與顧客的一種退佣，或發行學童的某種宗教捐獻印花、
慈善機構發行的印花等等，而作為一種集資手段或者藉獲知名度以及私人或商業團體發行給顧客的「儲
蓄印花」（第 49.11 節）。
（b）用過的印花與未曾使用但非通用者，或者為某國所新發行者（第 97.04 節）。
（B）附有郵票之信封、信卡、郵卡（明信片）等等，即印有尚未銷戳如前述之郵票，而屬於現行或新發行，在
發行國具有或將有面值者，或附有「回資已付」之郵政標記者。
（C）其他印花票類之紙張，諸如公用表格、空白表格（例如：法律文件之應付稅捐者），印有印花票者。
（D）鈔票。本名詞涵括所有政府或經許可之銀行發行之有面額之本票，可作現金使用或作為發行國內或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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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之法定之償付券。亦包括在申報時，在任何國家尚未是或不再是法定之鈔票。惟該鈔票若是珍藏品或成
為收藏品則歸屬第 97.05 節。
（E）支票簿為蓋印或未蓋印之空白支票，通常用紙封面裝釘，或為小本子，而由銀行發行者，它包括有些國家
的郵政銀行印就供顧客使用者。
（F）證券、股票或債券及賦有權益之票券。此類票券為政府或私人機構發行或供其發行之正式文件，賦予券上
所記之財務利益，貨品或權益之所有權。除上述之證券外，此類文件包括信用狀、匯票、旅行支票、提貨
單、所有權狀及紅利配給券；這些通常需要完成法律效力。
鈔票、支票簿及股票等等證券通常以特殊紙張印刷並有特別水印或其他記號，並用順序聯號。惟印刷在特殊
安全防偽紙張上並編有序號之樂透彩票由本節中排除，通常歸入第 49.11 節。
上述各種票券，通常由發行機構發行之數量已達成商業交易量者，不論其（如股票）是否需要完成法律效力，
亦列入本稅則號別。

49.08-轉印紙（轉印圖畫紙）。
4908.10-轉印紙（轉印圖畫紙），可瓷化者
4908.90-其他
轉印紙有圖畫、設計圖案或文字，為單色或多色，石印或其他印刷方法印於有吸收性之輕磅紙（或有時用薄
而透明的塑膠膜）上，經以諸如澱粉、樹膠塗佈，以便接受印圖，而其本身亦已塗粘著劑者。這類紙通常另以厚
紙作襯底。圖案有時也印在金屬箔的背景（底）上。
然後將此印有花紋之紙打濕後稍用力貼於永久性之表面上（如：玻璃、陶器、木材、金屬、石頭或紙上）之
圖畫轉印至其他表面上。
本節亦涵括可瓷化之轉印，例如第 32.07 節轉印可瓷化之製坯。
轉印可作裝飾或實用用途，例如：作為陶器或玻璃器之裝飾，或作為車輛運輸器、機械與儀器之標誌。
為兒童娛樂用的轉印紙亦屬本節，轉印紙上以顏料所作圖案可轉印為花邊、襪子上，通常為紡織品面上，以
熨斗燙一燙者亦屬之。
上面所述之轉印紙品不可與玻璃窗用之透明物品相混淆，該物品屬第 48.14 或 49.11 節。（參閱前節之註解）。
本節亦不包括俗稱之燙金轉印紙類 ， 其為塗佈之金屬箔 、 金屬粉或顏料而用於書面 、 帽子商標等者 （第
32.12 節）。其他轉印紙如用於石印者，則屬第 48.09 或 48.16 節，視何者合宜。

49.09-印刷或附有圖畫之明信片；載有個人問候語句、消息或通知之印刷卡片，不論有無圖畫
、封套或鑲邊者。
本節涵蓋：
（i）印刷或附有圖畫之明信片，無論其為私人的、商業的或廣告性的，與
（ii）印刷之個人問候語句、消息或通知之印刷卡片，為任何場合用者。此類卡可有可無圖畫，也不論有無封套
或鑲邊。
此類紙卡特別涵括：
（1）畫片郵卡（或稱明信片）即印明為明信片，其一面之全部或大部分印有各種圖畫者。類似的紙卡品未註明
用途者則歸列於第 49.11 節。這類畫片郵卡可為單張或釘為小冊子。印刷之郵卡其圖畫不屬主題（例如：某
些廣告明信片或小畫面之郵卡）亦歸屬本節。然而，如果印有或壓有郵票之明信片則不包括在內（第 49.07

－776－

Ch.49
節）。普通之郵卡其印刷內容僅附屬於其主用途者亦不包括在內（第 48.17 節）。
（2）聖誕卡、新年賀卡、生日卡或類似之紙卡，此類紙卡可為圖畫明信片或者二頁以上可摺疊一起者，其中一
或多面為圖畫。「類似之紙卡」一詞可視為包括弄璋弄瓦之喜柬、受洗邀請柬或賀卡感謝卡。這類卡也可
附有如緞帶、花隧、花邊、或特別裝飾，例如：抽出畫面或飾以玻璃粉等等。
本節之紙品有時也可不印刷在紙張上，例如塑膠、明膠類。
本節不包括：
（a）圖畫明信片製成兒童圖畫書、繪畫或著色簿者（第 49.03 節）。
（b）聖誕卡或賀年卡之為日曆形式者（第 49.10 節）。

49.10-各種印刷曆，包括檯曆。
本節係指各種曆本，無論其印於紙上、紙板、布上或任何其他物料上，只須其印刷能表示出其主題之特點。
有正常順序排列之日期外，其上也可註明星期等也可有其他資料，其項目可有大事記、節日、天時或其他資料，
警語和諺語,也可附加圖片或廣告。然而，某些出版品誤用日曆之名稱，因其雖有日期，但所刊載主要為公私大事
記等等，應歸類於第 49.01（如作為宣傳或廣告者歸類第 49.11 節）。
本節亦涵蓋「永久型」的曆本或案頭日曆，其更換之內頁置於非紙或紙板之基座上（如：木材、塑膠或金屬）。
本節也包括案頭日曆。每日一張裝釘成一整本，每日可撕去一張。這種日曆通常裝在紙板基座上，或者一年
換一次日曆用更具永久性之基座。
但是，本節不包括雖附有曆本而不能明白確定其曆本性質者。
本節也不包括：
（a）備忘錄之附有曆本與日記簿者（包括所指約會日曆）（第 48.20 節）。
（b）印刷之曆本底板未附有曆本（月、週、日曆）者（第 49.11 節）。

49.11-其他印刷品，包括印成之圖畫及照片等。
4911.10-貿易廣告品，商品型錄及其類似品
-其他：
4911.91--圖畫、圖案及照片
4911.99--其他
本節涵蓋所有本章之印刷物（包括照片與印刷圖畫）（參閱前述之註解總則）但不屬本章以前任一節者。
附有框架之圖畫及照片，若其整體的基本特徵是由圖畫或照片所賦予的則乃列於本節，否則按框架歸列其適
當稅則，如木製品、金屬製品等。
某些印刷品或許是使用時要以手寫或打字來完成，如果其主要特性係印刷品（參見第 48 章章註 12），則仍
然歸列本節，如此，印刷表格（如雜誌訂閱單），空白的連張式旅行（例如飛機、火車及大客車）票券，通函、
身份證明文件、卡片及其他類似通訊、文告等印刷品，僅需要加入某些資料（如日期及名稱）者歸列本節，證券、
股票或債券及類似賦有權益之票券及支票簿，這些印刷品尚需要去完成其法律效力，則歸列至第 49.07 節。
另一方面，某些經印刷之文具，其主要用途僅係供書寫或打字用，歸列於第 48 章（參見第 48 章章註 12，特
別是第 4817 與 4820 節之註解）。
除較明顯之項目外，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廣告品（包括招貼）、年報與類似刊物之主作廣告者，各種貿易（型錄）說明書（包括書籍或樂譜之目錄
及藝術品型錄）與觀光宣傳品。報紙、期刊與雜誌，無論其是否有廣告均除外（第 49.01 或 49.02 節，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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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論）。
（2）載有馬戲團、運動、歌劇、表演或類似之節目小冊字。
（3）印刷之曆本底板無論其有無說明。
（4）示意地圖（無比例尺寸）。
（5）解剖、植物學等教育用圖表。
（6）允許進入遊樂場之入場券（例如電影院、劇院、及音樂廳），私人或大眾交通旅行車票，及其他類似車票。
（7）本章各稅則號別內容印在不透明紙底上的微縮本。
（8）以塑膠膜印製之簾幕類附有文字或符號牌可剪下作設計工作。
此種簾幕如僅簡單印有點線或方框者除外（第三十九章）。
（9）全卡（Maximum card）或註明為首日封而未印有郵票者（參閱第 97.04 節（D）註解）。
（10）自黏性印刷標籤，例如已設計供宣傳、廣告或僅作裝飾者，如滑稽性圖標籤和櫥窗標籤。
（11）樂透彩、「刮刮樂卡」、抽籤彩票及湯姆拉（tombola）彩票。
下列各項應從本節中剔除：
（a）照片底片或正片（第 37.05 節）。
（b）第 39.18、39.19、48.14 或 48.21 節貨品，或第四十八章之印刷紙品而其印刷字樣或圖畫僅附屬於其主用途者。
（c）由陶瓷、玻璃或卑金屬所製成之帶有印刷圖畫及文字、供商店招牌及商店櫥窗用之字母、數字、符號、標誌
及類似圖案，分別歸列於第 69.14、70.20 及 83.10 節。但備有照明設備者，歸列於 94.05 節。
（d）不論是否附有框架之裝飾玻璃鏡，其一面印有文字圖案者（70.0 9 或 70.13 節）。
（e）已印刷之「智慧卡」（包括近接感應卡或牌）詮釋於第 85 章章註 4（b）（第 85.23 節）。
（f）儀器上之指針印刷面版屬第九十或九十一章者。
（g）紙印之玩具（如兒童剪紙）、紙牌及類似品與其他印刷之遊戲用品（第九十五章）。
（h）第 97.02 節之凹版畫、版畫或石版畫原跡，即由藝術家直接以手工將一塊或數塊刻畫而成，黑白或彩色，也
無關於其所用方法及物料，但不包括以機械或照相機械之方法為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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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類
紡織品與紡織製品
類註：
1.─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a）製刷用之獸鬃或獸毛（第 05.02 節）；馬毛及廢馬毛（第 05.11 節）;
（b）人髮或人髮製品（第 05.01、67.03 或 67.04 節），但一般用於搾油機或類似機器之濾布（第 59.11 節）除
外；
（c）第十四章之棉籽絨或其他植物性材料；
（d）第 25.24 節之石棉或第 68.12 或 68.13 節之石棉製品及其他產品；
（e）第 30.05 或 30.06 節之製品；第 33.06 節之用於清潔牙縫之紗線（牙線），以個別零售包裝者；
（f）第 37.01 至 37.04 節之感光紡織物；
（g）任何橫斷面超過 1 公釐之人造塑膠單絲或表面寬度超過 5 公釐之人造塑膠扁條或類似品（例如人造草）
（第三十九章）及上述單絲或扁條之編結品或織物或編籃或柳條編結品（第四十六章）；
（h）第三十九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不織物等經塑膠浸製、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
其製品；
（ij）第四十章之梭織物、針織品，或鉤針織品、氈呢或不織物等經橡膠浸漬、塗面、被覆，或黏合而成者或
其製品；
（k）帶毛之生皮（第四十一或四十三章）或第 43.03 或 43.04 節之毛皮製品或人造毛皮或其製品；
（l）第 42.01 或 42.02 節之紡織材料製品；
（m）第四十八章之產品或製品（例如：纖維素胎）；
（n）第六十四章之鞋靴或鞋靴之零件、綁腿、護脛或類似製品；
（o）第六十五章之髮網、其他帽類或帽之零件；
（p）第六十七章之物品；
（q）塗以研磨料之紡織材料（第 68.05 節）及第 68.15 節之碳纖維及其製品；
（r）玻璃纖維或玻璃纖維製品，但可見底布之玻璃線刺繡品除外（第七十章）；
（s）第九十四章之製品（例如：家具、寢具、燈及燈配件）；
（t）第九十五章之製品（例如：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具及網）。
（u）第九十六章之製品（如刷子、旅行用針線包、拉鍊、打字色帶、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
【尿布】及其裏襯）；或
（v）第九十七章之製品。
2.─（A）列入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或第 58.09 或 59.02 節之物品係兩種或兩種以上纖維之混合品，於歸列稅則時，
應視為僅以所含紡織材料中重量最多之材料所製而歸入有關稅則號別。
當沒有任一種紡織材料的重量較佔優勢時，此貨品應歸入其可予考慮的組成紡織材料所屬稅則號
別中，其稅則號別位列最後者內。
（B）關於上述規定可再闡釋如下：
（a）馬毛紡織之螺旋花紗（第 51.10 節）及攙金屬紗（第 56.05 節）視為係單一紡織材料，其重量為其
組成成份重量之和；在紡織物之分類中，金屬線應視為一種紡織材料；
（b）適當號別之選擇，乃首先決定歸入那一章，然後選擇在該章內適當之號別，而不必考慮其他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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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該章之任一材料；
（c）當第五十四及五十五章兩者與任一其他章有關連時，第五十四及第五十五章視為一章；
（d）某一章或某一號別所指之製品，係各種不同紡織材料製成者，此類材料應視為單一紡織材料。
（C）以上註（A）及註（B）兩項之規定，同樣適用於下列註３、４、５或註６所述之紗。
3.─（A）除下述本類內（B）項所列者外，下列各種單、多股（合股）或粗股之紗視為「撚線、繩、索及纜」：
（a）絲或廢絲製成之紗，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者；
（b）人造纖維紗（包括第五十四章之兩根或兩根以上單絲之紗），其支數超過 10,000 分德士（decitex）
者；
（c）大麻或亞麻製：
（i）打光或上光，其支數為 1,429 分德士（decitex）或以上者；或
（ii）未打光或未上光，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者。
（d）含有三股或三股以上之椰殼纖維者；
（e）其他植物纖維，其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或
（f）以金屬線加強之紗。
（B）下列各項例外：
（a）羊毛或其他獸毛紗及紙紗，用金屬線加強之紗除外；
（b）第五十五章之人造纖維束及第五十四章之未經加撚或每公尺撚數在五轉以下之複合紗；
（c）第 50.06 節之蠶絲腸線，及第五十四章之單絲；
（d）第 56.05 節之攙金屬紗；以金屬線加強之紗應受上述（A）（f）項之規定；及
（e）第 56.06 節之毛絨花紗、螺旋花紗及圈環花線。
4.─（A）除下列（B）項所述之例外以外，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及五十五章內所稱「供零售用」
之紗，係指紗（單股、多股（合股）或粗股）作下列各項處理者：
（a）捲於紙板上、線軸、管或類似支持物上，其重量（連支持物在內），不超過下列數者：
（i）如係絲，廢絲或人造纖維絲者，85 公克；或
（ii）如係其他材料者，125 公克。
（b）成球形，成束，其重量不超過下列數字者：
（i）如係支數少於 3,000 分德士（decitex）之人造纖維絲、絲或廢絲者，85 公克；
（ii）其他所有支數少於 2,000 分德士（decitex）之線紗者，125 公克；或
（iii）如係其他材料者，500 公克。
（c）成束，每束有若干小股，每小股以線分開，重量相同，但不超過下列數字者：
（i）如係絲、廢絲或人造纖維絲者，85 公克；或
（ii）如係其他材料者，125 公克。
（B）下列各項例外：
（a）任何紡織材料之單紗，下列兩種除外：
（i）未漂白之羊毛單紗或動物細毛單紗；或
（ii）漂白，或印染之羊毛單紗或動物細毛單紗，其支數超過 5,000 分德士（decitex）；
（b）未漂白之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i）絲或廢絲，不論包裝如何；或
（ii）羊毛或動物細毛以外之其他紡織材料所製成並係成束者；
（c）漂白或印染之絲或廢絲製成多股（合股）或粗股紗，其支數 133 分德士（decitex）或以下者；及
（d）任何紡織材料製成之單股、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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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交叉纏成束狀者；或
（ii）置於支持物上或以其他方式以表示其在紡織工業中用途者（例如圓錘形線團、紗管、小紡錠、
圓錘形線軸或紡錘或供繡織用之繭形捲筒）。
5.─第 52.04、54.01 及 55.08 節所稱「縫紉線」係指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a）置於支持物上（例如捲筒、繞線筒）其重量（連支持物）不超過 1,000 公克者；
（b）已潤滑加工供縫紉線用者；及
（c）具「Ｚ」撚者。
6.─本類所稱「高強力紗」，係指紗具有比下列所述為大之力量，其強力單位表示為 cN/tex（每 tex 為百分之一牛
頓）：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製成之單紗……60cN/tex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製成之多股（合股）或粗股紗……53cN/tex
黏液螺縈之單紗，多股（合股）或粗股紗……27cN/tex。
7.─本類所稱「製成」應作如下解釋：
（a）修成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形；
（b）業經作成即可應用（或僅需切開分線）而不再需縫綴或其他製作（例如某種塵拂、毛巾、桌巾、方桌巾、
毛毯）；
（c）切成一定尺寸，且至少有一呈尖形或壓縮之熱封邊及其他各邊符合本類註其他項所規定之邊緣處理，但
由熱切割或其他簡單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脫紗者除外；
（d）鑲邊或滾邊或任何一邊有穗線但由繞或其他簡單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脫紗者除外；
（e）切成一定尺寸，並經抽絲織花；
（f）利用縫合、膠合或其他方法併合而成（二塊或二塊以上質料相同之匹頭頭尾接合及二層或二層以上紡織
物疊成墊子狀，不論中間是否墊有夾層者除外）；
（g）以針織或鉤針織成一定形狀，不論是分開成單件或為若干件連成長串者。
8.─為配合第五十至六十章之規定：
（a）除另有規定者外，第五十至五十五章及六十章以及第五十六至五十九章不適用於上列註七所稱之製成物
品；及
（b）第五十至五十五章及第六十章不適用屬於第五十六至五十九章之物品。
9.─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織物，包括相互間呈銳角或直角之平行紗層疊合而成之織物，在其疊合層間係以接著劑
或熱膠合劑所膠合者。
10.－鬆緊產品，含有混合橡膠線之紡織材料者，應歸入本類。
11.─本類所稱「浸漬」包括「沾漬」。
12.─本類所稱「聚醯胺」包括「芳香族聚醯胺」。
13.─在本類及整個稅則遇適用時，所稱「彈性紗」係指合成紡織材料製成之細絲狀紗（包括單絲，但加工紗除外）
能延長至原長度之三倍而不折斷，以及在延長至原長度兩倍後，在 5 分鐘內能恢復至不超過原長度一倍半者。
14.─除另有規定，不同節之紡織類衣服應歸入其所屬之節，即使成套供零售用亦不例外。
本類註所謂「紡織類衣服」係指屬於第 61.01 至 61.14 節及屬於第 62.01 至 62.11 節之衣服。
。
。。

目註：
1.─在本類及整個稅則遇適用時，下列名稱所指意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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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未漂白紗：
（i）具有其組成纖維之原色，並且未經漂白、印染（不論整體與否）；或
（ii）從已拉鬆回收纖維（由廢紗或破布）抽取者製造而成，具有含混顏色者（灰色紗）。
此類紗可為已加無色漿料或易褪色染料（簡單用肥皂洗濯後即消失）處理，且如為人造纖維者，整
體加去光劑（例如二氧化鈦）處理。
（b）漂白紗：
（i）經過漂白加工；或由漂白之纖維紡成；或染成白色（不論整體與否）但另有規定者除外；或以白色
漿料處理者；
（ii）由未漂白與漂白之纖維混合所組成；或
（iii）係由未漂白與漂白紗組成之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c）色（印染）紗：
（i）紗經染色（不論整體與否），但白色或易褪色印染者除外；或經印染，或以印染之纖維紡成者；
（ii）由不同著色纖維混紡之紗或由未漂白或已漂白之纖維與已著色纖維（混色或混合紗）紡成之紗，
或以一種或一種以上顏色先後印染成點狀之紗；
（iii）從已印花之棉條或粗紗製成之紗；或
（iv）未漂白或已漂白之紗與色紗合撚而成之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上述定義亦適用於第五十四章之單絲及扁條或類似品。
（d）未漂白紡織物：
紡織物由未漂白紗織成且未經漂白或印染者。此類織物可用無色漿料或易褪色染料先行處理。
（e）已漂白織物：
（i）紡織物以整匹漂白者，或除另有規定者外，染成白色或以白色漿料處理者；
（ii）由漂白紗製成者；或
（iii）由未漂白紗及已漂白紗製成者。
（f）染色織物：
（i）紡織品以整匹染成單一顏色者，惟白色者除外（除非另有規定），或以整匹整理成有顏色者，惟白
色者除外（除非另有規定）；或
（ii）由單一顏色之色紗製成者。
（g）不同顏色之色紗製成之織物
織物（印花織物除外）由下述方式製成者：
（i）由不同顏色之色紗製成者，或由相同顏色但顏色深淺不同之色紗製成者（纖維原色除外）；
（ii）由未漂白或已漂白之紗及色紗製成者；或
（iii）混色紗或混合紗製成者。
（在所有情形中用於織邊和疋頭之紗不考慮在內）。
（h）印花織物
紡織物以整疋印花者，不論其是否由不同色紗所製成。
（下列所述者亦為印花布：例如以刷或噴槍、以轉印紙方法、以植毛印花、或以臘染加工在織物上
作成圖案者）。
絲光處理不影響上類紗或布之分類。
上述（d）至（h）定義亦適用於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ij）平織
布之結構，係以經、緯紗連續相互上下交錯紡織而成。
─ 782 ─

XI
2.─（A）第五十六至六十三章含兩種以上之紡織材料之產品，應視為全部由某一紡織材料所組成，此材料之認定
係依本類類註２對有關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或第 58.09 節，含同樣紡織材料之產品之分類方式認定之。
（B）本準則之適用：
（a）如條件相符，則僅有依解釋準則三決定稅則分類之部分材質應予考慮；
（b）如紡織品由底布及起毛或表面上毛圈所組成，則不考慮底布；
（c）如屬第 58.10 節之刺繡品及其製成品，僅考慮其底布。惟如係無法看到底布之刺繡品及其製品，則
單獨參考刺繡線而加以分類。

總

則

大體而言，第十一類包含了紡織工業用原料（蠶絲，羊毛，棉，人造纖維等）及半成品（如紗及梭織物）及
由此等原料、半成品所製成之製成品。然而其間並不包括第十一類類註１及某些章中之章註，或下列本類各章節
註解中所述及之部分原料與製成品。特別是在下列所述及者並不屬於第十一類之類別內：
（a）人類毛髮及其製成品（屬第 05.01、67.03 或 67.04 節）但一般習用於搾油機或其他相類似機內之濾布除外（屬
第 59.11 節）。
（b）石棉纖維及其製成品（紗、織物、衣服等）（屬第 25.24、68.12、68.13 節）。
（c）碳纖維及其他非金屬性礦物纖維（如碳化矽、岩石絨）及其製成品（第六十八章）。
（d）玻璃纖維，紗，織物及其製成品以及玻璃纖維與紡織纖維混合製品而具有玻璃纖維之特性者（第七十章），
但以玻璃纖維為繡線繡在明顯可見的紡織底布上之刺繡品除外。
第十一類共分成十四章，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主要是依紡織材料之特性而分
類，而第二部分（第五十六至六十三章），其中除了第 58.09 及 59.02 節外，所涵蓋產品並不依材料之特性而分類。

(Ⅰ)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每章論及一種或一種以上紡織材料，不論是單一或混合於各階段製程中者，一直到（含）
轉變成梭織物如下列(Ⅰ)段（c）者。其中包括大部分原料；回收廢料（包括布類回收纖維，但不含未拉開之破布）；
初梳或精梳之棉條，粗紗等；紗線與梭織物。

（A）混合產品之分類（見第十一類類註２）
一種紡織產品，可列屬於第五十章至第五十五章（廢料、紗、梭織物等）的任一節內或第 58.09 及 59.02 節內
且係二種或二種以上不同紡織原料混合製成者，在歸類時，混合原料其中一種之重量較其他各單一紡織原料為重
時，整個產品被視同由該種原料所組成，並被歸類於該節內。
當沒有任一種紡織材料的重量較佔優勢時，此貨品應歸入其可予考慮的組成紡織材料所屬稅則號別中，其稅
則號別位列最後者內。
紡織材料可在下列階段上混合：
－在精紡工程時或此工程前；
－在撚線工程時；
－在織造工程時。
但若產品（除屬於第 58.11 節以外者）之組成包含了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成份之織物，並以車縫或膠合等方
式疊成者，其節別分類需依解釋準則三來決定。依據第十一類類註２之規定，首先須就織物中，依各類纖維所佔
重量百分比率中最大者，視為構成該項產品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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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第十一類類註２之規定亦可適用於紡織原料及非紡織原料之混合製品，但須以海關進口稅則解釋準則
規定之紡織製品者為限。
在引用本類類註２規定時，須注意下列事項：
（1）當一章或一節涉及之產品由各種不同種類之紡織材料所組成者，在分類上，相類似之材料必須合計在一起，
以便依含此類及其他材料之類似物品分類；選擇適當節別法，首先決定有相關的章號然後在該章內選擇可
適用之節別，至於章節中沒有涉及之材料則不必去理會。
例如：
（a）一梭織布其成份如下：
棉狀合成纖維重量佔 40％
精梳羊毛纖維重量佔 35％，及
精梳動物細毛重量佔 25％
其並不屬於第 55.15 節（其他棉狀合成纖維梭織物），而應列為第 51.12 節（精梳羊毛或動物細毛
之梭織物），因為在此情況下，須將羊毛與動物細毛的比例合計在一起。
（b）一梭織布重為 210 公克／平方公尺，成份如下：
棉纖維重量佔 40％，
棉狀再生纖維重量佔 30％，
及棉狀合成纖維重量佔 30％
其並不屬於第 52.11 節（棉梭織物重量在 200 公克／平方公尺以上，主要混合的棉纖維重量佔 85
％以下，或僅與人造纖維混合者），亦不屬於第 55.14 節（棉狀合成纖維梭織布重量在 170 公克／平
方公尺以上，主要混合的合成纖維重量在 85％以下，或僅與棉混合者），而應屬第 55.16 節（棉狀再
生纖維之梭織布）。此等分類首先須決定其相關之章號（在此案例中，由於再生纖維與合成纖維必須
合計在一起，因而必須選取第五十五章），爾後在依該章有關之節中分別找取合適者。
（c）一梭織布成份如下：
亞麻纖維重量佔 35％，
黃麻纖維重量佔 25％，
棉纖維重量佔 40％
其並不屬於第 52.12 節（其他棉梭織布），而應屬於第 53.09 節（亞麻梭織物）。此種分類首先須
先決定其相關之章號（在第五十三章各節中，亞麻與黃麻比例必須合計在一起），然後在該章中選擇
適用之節。本例中由於以亞麻量超過黃麻量，因此選用第 53.09 節，而棉纖維之含量則可不予理會，
是依據本類類註 2（B）（b）之規定。
（2）螺旋狀馬毛包芯紗及攙金屬紗視為一單一紡織材料，而其重量則為組成份子中各類纖維重量之總合。
（3）在梭織物分類時，金屬線應視為紡織材料之一種。
（4）當第五十四及五十五章和其他章比較時，則將第五十四章及第五十五章視為單一章處理。
例如：
有一梭織布其成份為：
合成纖維絲重量佔 35％，
棉狀合成纖維重量佔 25％，
及精梳毛纖維重量佔 40％
此梭織物並不屬於第 51.12 節（精梳毛梭織布）；而應屬第 54.07 節（合成纖維絲梭織物），因為在此
情況下，需將人織絲及人纖棉之重量合計在一起。
（5）上漿或上膠（如蠶絲之增重劑）及經由浸漬，塗佈，或包覆等紡織品，所增加之重量並不被認為係非紡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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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之重量；換言之，紡織纖維之重量，應以其成為材料時之重量為其計算基準。
就一混合物在決定其節別時，若其主成份為某一類紡織材料時，則應就其主要組成物料之相關紡織原
料混合物之有關節別歸屬之。
例如：
有一梭織物其重量在 200 公克／平方公尺以下，其主成份為：
棉纖維重量佔 55％，
人造纖維重量佔 22％，
羊毛纖維重量佔 21％，
及蠶絲纖維重量佔 2％
其並不屬於第 52.12 節（其他棉梭織物），而應屬於第 52.10 節（棉梭織物，混紡主成份棉估量在
85％以下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合者，重量在 200 公克／平方公尺以下）。

（B）紗
（1）總則：
紡織用紗可為單股，多股（合股）及粗股紗。此詞彙解釋如下：
（i）單股紗係指由下列方式組合成之紗：
（a）以棉狀短纖，利用加撚使其抱合在一起者（紡製紗）；或
（b）屬於第 54.02 節至 54.05 節之單絲，或屬於第 54.02 節或 54.03 節之二根或二根以上絲（複絲）經
由加撚或不加撚而成者（長纖紗）。
（ii）多股紗係指二根或二根以上之單股紗合撚而成者，包含屬於第 54.04 或 54.05 節之單絲（二股，三股，
四股等紗）。然而若紗僅由屬第 54.02 或 54.03 節之單絲利用加撚方式將其合而成者，不可視其為多股
紗。
多股紗之股數係指其組成之單股紗之數量。
（iii）粗股紗指由兩根或兩根以上之紗，至少其間有一根為多股紗，利用一次或一次以上股合方式所成者。
粗股紗之股數係指其所組成之單股紗或多股紗的根數。
以上所稱之紗有時係以二根或二根以上的單股紗、多股紗或粗股紗以並列方式而成者則稱其為多根絡
紗（合紗）。至於其究竟應屬單紗，多股紗或粗股紗則須視其組成的形態來加以區分研判。
單股紗、多股紗或粗股紗有時在某一定長度內具有毛圈或粗節紗存在者（如花式合股紗或圈毛紗，粗
節紗或印花紗。它們亦可能是由兩根或兩根以上之紗，其中之一根在某定長內自行回折成圈節或粗節狀效
果者。
打光或上光紗係指以天然物質（如蠟或石蠟等）或合成物質（特別是亞克力樹脂）等給予預備加工處
理。然後再以羅拉予以打光。
紗線支數之決定往往視其量測之方法而定。至目前為止使用的系統仍多。在此所採用為國際單位「德
士」制（"Tex"system），此制度之線密度是以紗每 1000 公尺長之公克數來表示，可用于纖維、人纖絲或其
他紡織紗股線等。分德士（Decitex）為 0.1 德士。下列公式為公制支數換算成 Decitex 之方法：
即

10,000
公制支數

=分德士

以上所稱之紗可能為未漂白，精煉，漂白，半漂白，染色，印花，或夾色紗等。亦可經由燒毛（以火
燒除紗支表面毛羽狀纖維者），絲光（在張力下以氫氧化鈉處理者），或上油等。
─ 785 ─

XI
然而第五十章至五十五章並不包括：
（a）屬於第 56.04 節之橡膠線以紡織物被覆及紗經由以透浸（沾浸），塗佈，包覆或崁入橡膠或塑膠者。
（b）攙金屬紗（第 56.05 節）。
（c）螺旋花紗，毛絨花紗及圈環花紗（屬第 56.06 節）。
（d）編織紡織紗（可能為第 56.07 節或 56.08 節）。
（e）以金屬線強化之紗（第 56.07 節）。
（f）紗，單絲或紡織纖維以平行排列並以接著劑結合，如包爾迭克（bolduc）者（第 58.06 節）。
（g）屬第 59.06 節之紡織紗線平行排列並以橡膠為凝集物結合在一起者。

（2）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單股紗、多股紗或粗股紗及第 56.07 節之撚線、繩、索或纜及第 58.08
節之編織帶之區別法。
（見第十一類類註３）
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並不包含所有的紗。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類別之紗，係依其特性（如細度及股數
與是否打光或上光等）而分類。至於撚線、繩、索及纜則歸入第 56.07 節，編織帶則歸屬於第 58.08 節。下
表Ⅰ所列為個案例之正確分類方式：

表 I 紡織原料所製成之紗、撚線、繩、索及纜繩分類規範
類別(＊)

決定分類之特性

所屬章則號別

以金屬線強化者

不拘何種形式

第 56.07 節

攙金屬紗製

不拘何種形式

第 56.05 節

第 51.10、56.05 節以外之螺旋花紗、 不拘何種形式

第 56.06 節

毛絨花紗及圈環花紗
編織紡織紗

(1)結構緻密及編結緊密者

第 56.07 節

(2)其他

第 58.08 節

其他

(1)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或以下者

第五十章

蠶絲或廢蠶絲製(＊＊)

(2)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以上者

第 56.07 節

羊毛或其他動物之毛髮

不拘何種形式

第五十一章

亞麻或大麻製

(1)打光或上光者：
(a)細度在 1429 分德士或以上者

第 56.07 節

(b)細度在 1429 分德士以下者

第五十三章

(2)未經上光或打光者：

椰殼纖維製

(a)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或以下者

第五十三章

(b)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以上者

第 56.07 節

(1)單股或雙股者

第 53.08 節

(2)三股或三股以上者

第 56.07 節

紙製者

不拘何種形式

第 53.08 節

棉或其他植物纖維製

(1)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或以下者

第五十二或五十三章

(2)細度在 20000 分德士以上者

第 56.07 節

人造纖維製（包含第五十四章二根或 (1)細度在 10000 分德士或以下者

第五十四或五十五章

二根以上單絲所成之紗＊＊）

第 56.07 節

(2)細度在 10000 分德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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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有關各種紡織原料及其混合物之分類係依據第十一類類註２所述（見本章註解總則(Ⅰ)（A）項）。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原屬第 50.06 節之蠶腸線，及第五十四章之單絲與無撚複絲紗或有撚複絲撚度
在每公尺５轉以下者及第五十五章之人造纖維絲結束等均不歸屬於第 56.07 節。

（3）供零售用之紗：
（見第十一類類註 4）
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十五章中某些節係供紡織零售用紗者。下表Ⅱ為紗可被認定為供零售
用者之一些基本條件。
然而下列之紗不可被認定為供作零售用之紗：
（a）絲，廢絲，棉或人造纖維等製之單紗，不論其包裝為何者。
（b）羊毛或動物細毛製之單紗，已漂白，染色或印花，且其細度在 5000 分德士以下者不論其包裝為何。
（c）絲或廢絲製之多股紗或粗股紗，未漂白，不論其包裝成形為何。
（d）棉或人造纖維製之多股紗或粗股紗，未漂白，不論其包裝成形為何。
（e）蠶絲或廢蠶絲製之多股紗或粗股紗，漂白、染色或印花，細度在 133 分德士以下者。
（f）任何紡織原料之單股，多股或粗股紗成花絞紗狀或束者。（＊）
（g）任何紡織原料之單股，多股或粗股紗，以支撐架支撐（如管紗，撚線紗管；緯管；錐形筒管或錠子）或以
其他方式（如刺繡機用之繭狀形線或以離心式紡製成之絲餅）繞取成形，而顯示其係供紡織工業用者。
*
* *

附註：
（＊）所謂花絞式搖紗係指在紗捲成絞狀時採用對角線交叉纏繞之方式以防止絞紗崩裂。此種方式多用於絞染。
非花絞式搖紗

花絞式搖紗

表 II 供零售用之紗（以上所述之例外者除外）
包裝情況

絲的種類（＊＊）

視為零售用紗條件

以紙板，紙軸，紗管或相類似支撐物 (1)絲及廢絲紗或人造纖絲

重量在 85 公克或以下者

支撐者。

（含支撐物重）
(2)羊毛、動物細毛、棉或人纖紡製紗 重量在 125 公克或以下者
（含支撐物重）

成球形成絞紗狀及成束者

(1)人纖絲細度在 3,000 分德士以下者 重量在 85 公克或以下者
及絲或廢絲紗
(2)其他紗細度在 2,000 分德士以下者 重量在 125 公克或以下者
(3)除上述以外之紗

─ 787 ─

重量在 500 公克或以下者

XI
成絞成束者其間包含有若干小絞而 (1)絲，廢絲或人造纖維絲所成之紗

每個小絞重量相同且其重量在 85 公

每小絞用線使單獨分開者（＊＊＊）

克或以下者
(2)羊毛、動物細毛、棉或人造纖維紡 每個小絞重量在 125 公克或以下者
製紗

附註：
（＊）有關各種紡織原料及其混合物的分類係依據第一類類註２所述（見本類註解總則(Ⅰ)（A）項）。
（＊＊）由一條連續不斷的紗線繞成的絞或束，每絞或每束中含有若干小絞或小束，其係用一條或多條隔
離線分開，若把該條連續不斷的紗線剪斷，各小絞或小束即可分開。小束之間用一條或多條隔離線
將各束分隔開來，通常還用紙帶包纏。其他由一條連續不斷的紗線繞成的絞和束，或紗線中之隔離
線不是為了將大絞分隔為重量相等的小絞或小束，而僅為防止加工（例如，染色）時紗線的纏結，
則不視其為含有若干小絞或小束，並以一條或多條隔離線分開之成束狀或絞狀紗，且不視其為供零
售用紗。

（4）縫紉線
（見第十一類類註５）
第 52.04，54.01 及 55.08 節中有關「縫紉線」一詞係指多股紗或粗股紗並具有下列特性者：
（a）繞於支撐物上（如線軸，紗管）且其重量（包括支撐物在內）不大於 1,000 公克者；
（b）已潤滑加工供縫紉線用者；及
（c）終撚為"Ｚ"撚向。
所謂「已潤滑加工」係指整理加工之處理。此種處理是增進紡織車縫線之實用性如賦予縫線之抗磨擦
性或耐熱性，抗靜電性或改善其外觀等。此種處理所用的主要物質為矽化物，澱粉，蠟，石蠟等。縫線的
長度通常標示於支撐架上。

（5）高強力紗
（見第十一類類註６）
在第五十四及五十九章中對「高強力紗」及此種紗所製成之織物有規定。
所稱「高強力紗」指紗具有比下列所述為大之力量，強力單位表示為 cN/tex（每 tex 為百分之一牛頓）：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之單股紗……………………………………60cN/tex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多元酯之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53cN/tex
黏液螺縈之單股紗，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27cN/tex

（6）彈性紗和加工紗
（見第十一類類註 13）
有關彈性紗之定義見本類類註 13。而加工紗之定義則在第 5402.31 至 5402.39 目的註解內。

（C）機織物
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機織物係指以紡織用紗於織機上使經緯紗交錯而成者（不論是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或第 56.07 節之撚線，繩索等），或以第五十四章之粗紗、單絲或扁條及其類似者、圈環花紗、窄緞帶、編織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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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幅織物（包含僅有經紗無緯紗而以黏著劑黏合者等），做為織機之經緯紗而織成者。下列這些梭織物則不包括
在內：
（a）地毯及其他地板覆地物（第五十七章）。
（b）第 58.01 節之圈絨織物或毛絨花紗織物；第 58.02 節之毛巾布及相類似毛巾織物；第 58.03 節之紗羅；第 58.05
節之掛毯；第 58.06 節之窄幅織物及第 58.09 節金屬線或攙金屬紗之梭織物。
（c）第 59.01 節及 59.03 至 59.07 節之塗佈或浸漬等織物；第 59.02 節之輪胎簾布或第 59.11 節之工業用織物。
（d）第十一類類註７所述之製成品（見本類註解總則第(Ⅱ)段）。
除上述（a）至（b）所規定者外，依十一類類註９所述，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梭織物，包含由下列方式所組
成之織物：
─以一層平行排列之經紗以直角或銳角方式置於另一層平行排列之緯紗上者；
─以二層平行排列之經紗中將一層平行排列之緯紗以直角或銳角嵌入其內者。
此類織物的特徵是紗並不依傳統梭織物之方式彼此交錯在一起而係利用黏著劑或熱熔膠合方式在交接點上
進行結合。
此等織物有時稱為「網眼布」；它們的用途包含了強化其他材料（塑膠、紙張等）。有時亦用於農業收成上
之護布。
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梭織物得為未漂白；或已精煉、漂白、染色，或由不同色紗織成，或經印花、雲紋、
絲光、壓光、起毛（拉毛）、波汶、打摺、蒸絨、燒毛等處理者。包括有花紋或無花紋以及浮花織物，後者之圖
案，係於織造時添加經紗及緯紗而成。此類織物不得視為刺繡品。
第五十至五十五章尚包含織物之緯紗被溶劑溶解某些部分而存留下來的經緯紗使具有特殊設計效果者（如某
些織物其經紗為黏液螺縈，緯紗為醋酸纖維，緯紗有部分利用溶劑將其除去以呈現特殊效果者）。
。
。。

目註解：
以不同色紗所組成之梭織物
全部或部分由不同顏色之印花紗或由相同顏色但不同深度之印花紗所組成之梭織物，應視為「以不同色紗所
織成之梭織物」不可視為「染色梭織物」或「印花梭織物」。

織法
平紋組織之定義見第十一類目註１(ij)中「組織物之組織中每一緯以上下交錯方式穿過連續排列之經紗中，經
紗亦相同以上下交錯方式穿過連續排列之緯紗中」。
有關其組織圖如下所示：

平紋組織

─ 789 ─

XI
平紋組織為一最簡單且常用之織法。且平紋織物其正反兩面之外觀永遠相同（雙面織物）主要是其經緯紗呈
現在織物兩面具有相同的比率使然。
在斜紋組織中第一經浮於第一緯上，第二經則浮於第二緯上，第三經浮於第三緯上依此類推。此種階梯狀的
情況在經、緯上均相同。至於其一完全組織，即重複花紋需要的經緯紗根數，永遠需大於二根以上。最簡單的斜
紋組織為緯紗浮於二根經紗之上亦即所謂的三枚斜紋。若為四枚斜則緯紗須連續浮於三根經紗之上。
在斜紋組織中，布上所呈現之對角線稜狀效果者是由於組織中交錯點所形成的。而此種稜紋的方向可視需要
由左向右或由右向左斜。至於織物係屬緯向或經向斜紋，全視織物正面上所呈現緯紗或經紗浮點較多者來命名。
而此二種斜紋在織物正反面上恰好呈現相反之外，如正面為經向斜紋者其反面則為緯向斜紋。然而有一種屬雙面
斜紋或交叉斜紋者其正反面均呈現相同的外觀。
雙面斜紋布或交叉斜紋布，其織物表面呈現均勻地經緯紗組織結構，正反面均具有相同的經浮或緯浮數；所
同的僅僅是其稜紋方向相反而已。最簡易的四紋交叉斜紋織物為每一經紗連續浮於二根緯紗之上，而後再連續沈
於二根緯紗之下。
需注意屬於第 52.08，52.09，52.10，52.11，55.13 及 55.14 節內之目關於「三枚或四枚斜紋，已包含雙面斜紋
或交叉斜紋」，由於目的關係，僅能提供下列這些斜紋組織圖：

三枚斜紋

四枚斜紋

四枚雙重斜紋

或交叉斜紋

屬第 5209.42 及 5211.42 目之牛仔布並不包括四枚雙面斜紋或交叉斜紋，因為這些僅包含經向斜紋織（見第五
十二章目註 1）。同時在這些目中說明除了包含枚及四枚經向斜紋也包含了經向四枚破斜紋組織。其組織圖如下：

四枚經面破斜紋

(Ⅱ)第五十六章至六十三章
第五十六至六十三章包含了某些紡織品及不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紡織製品（如圈絨織物，窄幅織物，屬
於第 56.06 或 58.08 節之毛絨花紗，螺旋花紗，編織帶，金屬飾帶及其他裝飾物；薄紗及其他網眼織物；花邊；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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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於梭織布或其他紡織材料上之刺繡物；針織或鉤針織品等）。同時它們亦包括紡織已製成品（但屬於第十一類
以外者除外）。
製成品：
依據本類類註７規定，第五十六至六十三章中之「製成品」解釋如下：
（1）裁切成方形或長方形以外者例如紡織材料裁剪成衣服款式；或物品邊緣裁切成波浪形（齒形）（如某些擦
拭布）等均應視為製成品。
（2）完工階段之產品隨即可應用者（或僅需切開其分離線）不需再縫合或其他製作方式。此類產品包含以針織
或鉤針織直接成形及某些擦拭布，毛巾，桌巾，圍巾，毛毯等，其經向留有紗未織者或其緯邊裁剪成繐形
者。此等製成品可分別在織機上織造，亦可簡單地切開從織物長度上一定距離間綁著未織的線（通常為經
紗）而成。如上所述僅需以簡易裁切分離線隨即可用之長條織物亦應視同「製成品」。
然而，僅從較大尺寸中裁成之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物品，而不須其他加工且無因切開分離線而成之
繐形物者，並不屬於註所稱”完工階段之產品”。事實上這些產品可被摺疊或打包（例如供零售用）並不
影響其分類。
（3）切成一定尺寸，且至少有一呈尖形或壓縮之熱封邊及其他各邊符合本類註其他項所規定之邊緣處理，但由
熱切割或其他簡單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脫紗者除外；
（4）鑲邊或滾邊或在任一邊緣上有結狀繐線（不論是否經由加線）（如手帕具有滾邊及桌巾具有繐線者），但
由縫合或其他簡單方法防止織物之剪邊脫紗者除外；
（5）裁切成一定尺寸再予抽紗工作。在此所謂「抽紗工作」係指抽取織物上部分經紗或緯紗而不需進一步加工
（如刺繡）即可具有花樣效果者。經由此等處理之布疋通常用來製造女用內衣。
（6）以車縫，膠合或其他方式組合者。此類物品種類繁多包含成衣在內。但應注意當布疋以二塊或以上相同質
料頭尾相接合或以兩種紡織品疊合在一起者不可視其為「製成品」。也不可將一層或二層紡織布疋與襯墊
用針縫或其他方法組合者視為「製成品」。
（7）以針織或鉤針織成一定形狀，不論是分別為不同圖樣者或長度方向具有若干圖樣者。
。
。。

目註解:
第 56 章至 63 章中有起毛或圈毛布面之產品
依據第十一類目註 2（B）（b）規定，在起毛或圈毛面不論底布是否有部分可見到。

(Ⅲ)與橡膠線結合之紡織製品
依本類類註 10 規定，具彈性產品由紡織原料與橡膠線結合者屬第十一類。
以紡織品包覆的橡膠線及橡膠繩屬第 56.04 節。
其他紡織製品與橡膠線結合者歸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五十八或六十至六十三章，視其個案情況而定。

(Ⅳ)紡織品標準溫濕度條件及測試的標準溫濕度
（A）規範及應用範圍：
有關標準溫濕度的特性與使用及決定紡織品物理性和機械性的決定是以下列之準則加以定義的。
（B）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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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對濕度：大氣中實際水氣的壓力相對於同溫度時飽和水蒸氣壓力的比值為其相對濕度。此比值通常
以百分比表示之。
（b）標準溫濕度：溫度為 20℃相對濕度為 65％。
（c）測試時之標準溫濕度：溫度為 20℃相對濕度為 65％。
註：以上所稱之「溫度」係經由選定僅適用於紡織工業者。
（C）預置條件：
紡織品在置於標準溫濕度前，有些須先行經由預置處理。若此，則須將紡織物先行放置於相對濕度在
10 至 25％及溫度在 50℃以下之條件中一段時間。
此種狀況也可利用相對濕度 65％將溫度從 20℃之加熱至 50℃時即可獲得。
（D）置放條件：
紡織品在測試其物理性或機械性之前，須先行將試樣置放於標準溫濕度中一段時間以便測試，此時藉
著氣體的自由流動以期使紡織品能達到與標準溫濕度平衡的條件。
除非在測試方法中有特別指定外，有關紡織品是否已達標準溫濕度之平衡狀況係以其在前後２小時的
存放期間內，其前後之重量差異不得大於 0.25％以上，否則則視其未達平衡狀況。
（E）測試條件：
除特殊案件（如濕式測試）外，有關紡織品物理性和機械性之測試須在標準溫濕度之條件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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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絲
總則
閱讀本章註解時，應參照第十一類註解總則。
本章所稱「絲」一詞不限於由桑蠶（桑樹餵養的蠶）所分泌出的纖維，亦包括類似昆蟲所分泌出的產品，即
所謂野蠶絲者。在各種野蠶中，（所以如此命名，係由於該蠶極少可被馴養），以得自於橡樹上的野蠶所吐的柞
蠶絲為最大宗。蜘蛛絲和海絲（marinesilk）或足絲（byssus－得自某種粘在岩石上之貝殼動物的細絲）也被歸類
於本章中。
一般而言，本章涵蓋之絲，包括被列為絲類，自原料至梭織物各製程中之混合紡織材料。蠶腸絲亦歸入本章
內。

50.01-適於繅絲之蠶繭。
本節僅指適於可被繅成如第 50.02 節之生絲的蠶繭，不適於繅絲者，則歸入第 50.03 節內。
蠶繭通常呈淡白色、微黃色或淺綠色。

50.02-生絲（未加撚者）。
生絲係由蠶繭中抽出其纖維絲而得。事實上由於構成蠶繭之單絲極細，故於繅絲過程中一般生絲均由多股（通
常由四股至二十股）單絲併合而成；這些單絲間由其在表面上之膠質黏合於一起。於繅絲時，生絲自行纏繞，因
而產生均勻之組織及斷面，便利排除其多餘之水氣，並補救單絲之脆弱；在進行繅絲工程中常會產生些微撚度，
唯撚度很少，此階段的生絲勿與第 50.04 節之單股撚紗混淆。
生絲通常呈白色、微黃色或淡綠色。本節亦包括已脫膠（即以加溫肥皂水或稀鹼液等脫去絲膠）或已染色的
生絲，但不包括已加撚者。生絲通常以極長之長度捲繞在錐形軸上，或捲繞成大小不一的絞紗而紮以鬆結（滑結）。
已加撚的絲除外（第 50.04 節）。

50.03-廢絲（包括不適於繅絲之蠶繭，廢絲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絲）。
本節係指所有未經加工或加工成紗前之各階段所產生的各種廢絲。包括：
（A）自原料所得的廢絲，即：
（1）不適於繅絲之蠶繭：穿頭繭或經撕裂有斷絲之破繭（由蠶蛾本身、寄生蟲、意外或其他原因造成的損
害）；遭受如此嚴重損害的繭，其絲雖尚未斷裂，但繅絲時纖維會由受損之處斷裂；不論是否仍保有
蠶蛹的斑污繭或髒污繭等等。
（2）繭絨（Blazes）：乃呈鬆散狀，有糾結纖維的網狀絲，被用來覆蓋蠶繭，使之固牢於樹枝位置；經常
含有樹葉或樹枝。
（B）自繅絲過程中所得的廢絲，分別是：
（1）亂絲（Frison）或緒絲（floss）：係指包在蠶繭外圍的粗絲；這些繭上粗亂絲首先用小刷子去掉再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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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掉，俾留下蠶繭之可繅部分。它們通常以纏結球或線紮出售。
（2）在繅絲過程中發現瑕疪而剔除的蠶繭（有時稱為湯繭）。
（3）「蛹襯」或"telettes"，即：形成蠶繭的內部且封閉蠶蛹之不適於繅絲的部分，而"pelades"係以熱水浸泡
「蛹襯」，經移去蠶蛹並乾燥後所得者。
（C）斷裂紗或結頭紗及糾結成團的纖維或紗線。此係經由撚絲、繅絲或織布過程中所得到的廢絲。
（D）由脫膠和精梳廢絲所得到的產品（有些國家稱之為"schappe"）。
此類產品成棉卷狀或薄片狀（纖維約略平行），而在稍後工程被製成狹幅條，或絲束或繩狀（纖維條
或粗紗）。此類尚未被紡成紗線的產品均列入本節內。包括已延伸成細度極接近單股絲而只有極微撚度之
粗紗；但這些產品不能與第 50.05 節之紗線相混淆。
（E）絲屑
絲屑是精梳上述（D）項廢絲所移去的殘料。這些殘料之品質較（E）項廢絲之品質更差，係一種較短
的纖維，不能進一步精梳，但可初梳及接受精紡前的其他加工處理。絲屑經此加工處理在未完成精紡階段
前，均歸屬於本節。
（F）梳絲屑
此係由上述絲屑在梳理時所移去的極短纖維。
（G）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絲
係撕裂及拉鬆處理破綢或其他廢絲製品（織物及成品）使恢復原纖維狀者。
本節不包括：
（a）填充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b）絲之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第 56.01 節）。
（c）破絲綢布（第六十三章）。

50.04-絲紗（廢絲紡成者除外），非供零售用者。
本節適用於加撚絲，即：由第 50.02 節之生絲加撚（單股雙股或多股）而成的紗線。
但不包括供零售用者（第 50.06 節）或符合線、繩索等定義者（第 56.07 節）（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2)
及(3)項）。
本節之絲紗與下述節列為廢絲紡成的紗線之區別，在於前者係由連續的纖維製成，其種類包括：
（1）單股紗（有時稱為絨線（poils)），係由單股生絲加撚而成，此類的強撚紗通常稱為縐紗（crepe poils）或莫
塞林洋紗（mousseliness）或雪紡撚絲（chiffon twist）。
（2）絲緯紗（Tran yarns），係由雙股或以上的生絲給予弱撚度加撚而成，係用做緯紗。
（3）「縐撚紗」（Crepe twist）通常是指強撚的絲緯紗。
（4）「珍絲紗」（Organzine），係由已經加撚的單絲二股或二股以上以反向併撚而成者，薄紗（Grenadine）即緊
撚之珍絲紗，此種紗多用於經紗。
上述所有絲紗可能是脫膠絲或已加工紗線。
本節不包括第 56.04 節的仿蠶腸線。

50.05-廢絲紡成之紗，非供零售用者。
本節包括由第 50.03 節之絲屑或其他廢絲紡成的單股紗線，亦包括由這些單股紗線製成的多（合）股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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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處不包括供零售用者（第 50.06 節）或符合線、繩索等定義者（第 56.07 節）（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
(I)(2)及(3)項）。
（A）廢絲（絲屑除外）紡成的紗線。
廢絲（絲屑除外）紡成的紗線係由斷絲加工製成，和前項絲紗不同。這些纖維之長度或許在 20 公分以
上，平行置於紗線中，具光滑、柔軟且十分有光澤的表面，後述這些特性和絲屑紡成之紗線有別。
（B）由絲屑所紡成之紗線。
由絲屑紡成之紗線較由其他廢絲紡成之紗線品質差，絲屑紗是由不等長度之纖維組成，纖維長度通常
小於５公分；由於這些纖維僅經簡單的梳理而非精梳，通常仍帶有少許糾結並形成間斷性的小結類。絲屑
之紗線因其強度和勻齊性不如其他廢絲之紗線，所以紗之表面無光澤。
本節包括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1)其他所述之加工之紗線。
本節不包括第 56.04 節之仿蠶腸線。

50.06-絲紗及廢絲紡成之紗，供零售用者；蠶腸絲。
（A）絲紗及廢絲紡成之紗。
此類包括第 50.04 及 50.05 節之紗線而供零售者，即符合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項所述之情況者。
（B）蠶腸絲（蠶腸線）
蠶腸絲係由即將結繭的桑蠶浸殺於稀醋酸液中，取出其絲腺體再牽伸拉長而成者。蠶腸絲較馬毛光滑
但彈性較差，且長度絕少有超過 50 公分以上者。
本節不包括：
（a）已消毒之蠶腸絲（第 30.06 節）。
（b）第 56.04 節之仿蠶腸線。
（c）配置釣鉤或製成釣魚線的蠶腸線（第 95.07 節）。

50.07-絲或廢絲織成之梭織物。
5007.10-絲屑織成之梭織物
5007.20-其他織物，含絲或廢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絲屑梭織物除外）
5007.90-其他織物
本節包括由絲紗或絲屑紗線或其他廢絲紗線製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c)項所定義者）。
此類梭織物包括：
（1）哈布太綢（Habutai）、山東綢（Shantung）、柞蠶絲綢（Tussore）和其他遠東梭織物。
（2）縐綢。
（3）透明織物，如：薄洋紗（muslins）、薄紗（grenadines）和巴里紗（voiles）等織物。
（4）緊密織物，如：塔夫塔綢（Taffta）、緞子（Satins）、素織軟綢（faille）和錦緞（damask）。
但本節不包括第五十七至五十九章之梭織物（例如第 59.11 節之篩絹）。
。
。。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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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07.20 目
第 5007.20 目僅包括含有至少 85％的蠶絲或廢絲製成的梭織物；廢絲屑不包括在此 8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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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

章註：
1.─全部分類中所稱命名：
（a）所稱「羊毛」係指自綿羊或羔羊身上剪下之天然纖維毛；
（b）所稱「動物細毛」係指駝羊、駱馬、駝馬、駱駝（包括單峰駱駝）、犛牛、安哥拉羊、西藏羊、喀什米
爾羊及類似之山羊（非一般山羊）、兔（包括安哥拉兔）、野兔、海狸、河鼠及麝鼠及毛；
（c）所稱「動物粗毛」係指上述以外之動物毛，不包括製刷用之毛鬃（第 05.02 節）及馬毛（第 05.11 節）。

總

則

凡在第十一類中的註解均可作為本章註解的參考。
一般而言，本章內容包含羊毛、動物粗細毛等纖維，包括從原料到織布各階段被歸入羊毛或動物毛的混合紡
織材料。本章也包含馬毛紗及布，但第 05.11 節的馬毛或馬毛廢料除外，如同第五章章註４所示，馬毛是指牛、
馬等動物的鬃毛或尾毛的部分。

51.01-未初梳或精梳羊毛。
-含脂羊毛，包括洗後被毛：
5101.11--剪取羊毛（Shorn wool）
5101.19--其他
-已脫脂，未經碳化處理者：
5101.21--剪取羊毛
5101.29--其他
5101.30-碳化羊毛
所有「羊毛」的命名均是指綿羊或羔羊身上的天然纖維。羊毛纖維的主要成份為角蛋白質（Protein Keratin），
表面並覆蓋有鱗片。它富有彈性，具有極佳的吸濕性（從空氣中吸收濕氣），並且有明顯的縮絨性。羊毛幾乎不
會燃燒，只在燒焦後熄滅並產生一種類似燒角質的氣味。
本節所含內容包括未初梳或精梳的綿羊或羔羊毛纖維，不論其為從活體上直接剪下，或剪自已死動物的毛皮
（剪毛）或自醱酵後或其他化學處理後的毛皮上拔的毛纖維，例如拉拔毛（Pulled or skin wool），灰退毛（Slipe
wool）。
未初梳或精梳的毛纖維通常有下述幾種形態：
（A）含脂羊毛，包含洗後被毛。
含脂羊毛是指未作水洗或其他清潔處理的毛，因此其表面必然覆著大量羊毛油脂、羊體上的脂肪或其
他雜質（如草渣或灰份等）。剪取的含脂羊毛通常為被毛形態，或多或少具有皮毛輪廓。
拉拔含脂羊毛是經由醱酵過程（汗蒸法）使纖維和毛皮受到蒸氣及熱度的作用，綿羊或羔羊皮層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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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毛纖維。也可利用拔毛劑（depilatory）法，也就是以鹼化鈉或石灰液處理毛皮的內皮膚部分而將毛纖維拔
下，這些毛纖維通常均有毛根可資辨認。
洗後被毛在剪毛前將活羊體或拉拔毛前的毛皮以冷水清洗毛纖維，並不會十分清潔。含脂羊毛通常略
帶黃色，但有時有灰、黑、棕或土色等顏色。
（B）已脫脂，未經碳化處理者。
此類包含：
（1）熱水洗羊毛－僅以熱水清洗，去掉大部分的油脂及灰份。
（2）精練羊毛－經由肥皂、清潔劑或其他鹼液加熱水洗滌後的羊毛，其上油脂幾乎可以完全去除。
（3）經由揮發性溶劑（如苯液或四氯化碳）去除油脂。
（4）霜凍毛－此為以極低溫冷凍油脂的處理方式，經冷凍後的油脂非常脆易碎裂，可與黏在羊毛油脂上的
天然雜質（如灰份）一併去除。
大多數水洗或去油脂後的羊毛仍會含有少量油脂或植物性雜質，此種植物性雜質可由其後的處理中以
機械方法（參見第 51.05 節註解）或碳化法去除。
（C）碳化羊化。
碳化工程可以除去上述（B）羊毛中任何殘留的植物雜質。此方法將羊毛浸泡於無機酸或酸鹽的洗浴中
以便破壞植物雜質卻不傷害羊毛。
在初梳或精梳前的漂白、染色或其他處理不會影響上述羊毛的分類標準。
本節不包括：
（a）不論是否為分割的生皮，包括羊皮上附有羊毛者。（第 41.02 或 43.01 節）
（b）第 51.03 節的羊毛廢料或第 51.04 節的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羊毛（garnettedstock of wool）。
（c）第 51.05 節的精梳毛碎片。

51.02-未初梳或精梳之動物粗細毛（＋）。
-動物細毛：
5102.11--喀什米爾羊毛
5102.19--其他
5102.20-動物粗毛
（1）動物細毛的命名是指駝羊、駱馬、野駱馬、駱駝（包括單峰駱駝）、犁牛、安哥拉羊（毛海）、西藏犁牛、
喀什米爾羊、或類似的山羊、兔子（包含安哥拉兔）、野兔、海狸、河鼠或麝香鼠等動物身上的毛髮。（參
見本章章註１（b））
動物細毛通常較羊毛柔軟而少捲曲。駝羊、駱馬、野駱馬、駱駝（包括單峰駱駝）、犁牛、安哥拉羊、
喀什米爾羊或類似山羊或安哥拉兔等動物毛髮通常均像羊毛一樣被紡入紗支中，它也可用來做假髮或玩偶
頭髮。其他動物細毛（如野兔、一般兔子、海狸、河鼠或麝香鼠）通常較不適合紡紗而用作毛氈、墊子或
填充物等。
（2）動物粗毛是指不在上述（1）所列的所有其他動物毛髮，不包含第 51.01 節羊毛；牛馬等動物的鬃毛或尾毛
（第 05.11 節）；小豬、成豬或野豬的剛毛（豬鬃）獾毛或其他可做毛刷的毛髮（第 05.02 節），（參見本
章章註１（c））。
分類於此的動物粗毛包括自牛馬腰腹部取得的毛髮，或一般山羊、狗類、猴類或海瀨身上的毛髮。動
物粗毛一般可用來紡成粗紗或織成粗布料，做毛氈或地氈，或做墊子或填充物等。
動物粗毛髮通常可在脫毛時收集，剪取或自毛皮上剝離來得到等，分類於此者只包括未初梳或未精梳

─ 798 ─

Ch.51
的毛髮，但不受水洗、漂白、染色或人工捲曲（最後一道主要用在處理動物粗毛作為填充物）等處理方式
的影響。本節不包括：
（a）人髮（第 05.01 節）。
（b）生皮及生毛皮（第 41.01 至 41.03 節或 43.01 節）。
（c）動粗細毛的廢料（第 51.03 節）。
（d）動物粗細毛的回收毛（第 51.04 節）。
（e）初梳或精梳過的動物粗細毛（第 51.05 節）。
（f）作為假髮或其他用途之用的動物粗細毛（第 67.03 節）

目註解
第 5102.11 目
第 5102.11 目所稱“喀什米爾羊毛”係指製作內衣用之細軟羊毛（軟毛），生產這種羊毛的羊原產地為喀什
米爾，但今日在世界上很多地區都有飼養。而本目之目的，主要是表達喀什米爾代表羊毛的名稱而非產地。

51.03-廢羊毛或動物廢粗細毛，包括廢毛紗（但經拉鬆處理之回收毛纖維除外）。
5103.10-羊毛或動物細毛之精梳落纖
5103.20-其他廢羊毛或動物廢細毛
5103.30-動物廢粗毛
本節包含除了回收毛之外的羊毛或動物粗細毛之所有廢料，即原毛或毛髮經水洗、初梳、精梳、紡紗、梭織
或針織等處理過程中所收集的廢毛。
主要廢料包含：
（1）精紡工程前的準備工程如初梳、精梳或其他工程所留下的廢料，例如：最主要的廢料為精梳落纖，為精梳
時所淘汰下來的短毛；毛卷或毛條的頭尾端，毛卷尾端的小塊回卷；初梳工程中收集的下腳，羊毛中的雜
質及初梳過的碎屑與短毛；以及清理梳毛機滾輪所收集到的纖維（俗稱抄車花）。
（2）在精紡、撚線、搖紗、梭織或針織等工程中因斷紗、結頭或糾纏等原因所產生的廢紗。
（3）從大桶或洗槽柵網所收集到的揀選廢料或水洗廢料。
（4）在舊褥墊中的舊動物毛髮或舊羊毛等廢料。
上述的廢料中有些可能混雜著機油，灰塵或其他雜質（例如天然的植物性雜質）。這些廢料由於種類與品質
之不同，可以用來作紡紗或填充物的材料等。分類於此者不受碳化、漂白或染色等加工處理方式的影響。
本節不包括：
（a）馬鬃廢料（第 05.11 節）。
（b）填充料（wadding）（第 30.05 或 56.01 節）。
（c）只適用於肥料的羊毛或動物毛髮的廢料（第三十一章）。
（d）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羊毛或動物粗細毛（第 51.04 節）。
（e）廢羊毛及廢動物粗細毛經初梳或精梳者（第 51.05 節）。
（f）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第 56.01 節）。

51.04-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羊毛或動物粗細毛。
本節內容包括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羊毛或動物粗細毛。此回收毛可由針織、梭織等破衣料經開碎呢機處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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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紡紗、梭織、針織等製程產生的廢紗經開碎呢機處理所得者。
回收毛（回用毛或再生毛）包括：
（1）長彈毛（軟再生毛）及短彈毛（硬再生毛），回收拉鬆自紡毛紗或梳毛紗或碎布。
（2）碳化再生毛（Extract wool），通常用酸處理除去混合碎布中參雜的植物纖維（如棉）或再生短纖維（螺縈棉）
所收集到的羊毛。
本節中羊毛或動物粗細毛之的回收毛可單獨或與新纖維混合紡成紗再製成梭織或針織物，或作為毛氈，墊子
或填充物的材料。
分類於此的回收毛不受漂白或染色加工的影響。
本節不包括：
（a）填充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b）羊毛或動物粗細毛之初梳或精梳回收毛（第 51.05）。
（c）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第 56.01 節）。
（d）已用過或新的碎布，未經開碎呢機處理者（第 63.10 節）。

51.05-初梳或精梳之羊毛及動物粗細毛（包括精梳羊毛之碎片）。（＋）
5105.10-初梳羊毛
-毛條及其他精梳羊毛：
5105.21--精梳羊毛之碎片
5105.29--其他
-初梳或精梳之動物細毛
5105.31--喀什米爾羊毛
5105.39--其他
5105.40-初梳或精梳之動物粗毛
本節包含：
（1）紡毛精紡工程前初梳過的羊毛及動物粗細毛（包含廢料及回收纖維）。
（2）準備工程（針梳 gilling）或初梳後的精梳工程處理過的羊毛及動物細毛。
初梳（在特殊梳毛機上）的目的是為鬆順毛纖維使其成平行的狀態並且去除全部或大部分的雜質（多數為植
物性的）。經處理過的毛纖維成為網狀。
若須做成紡毛物（只經過初梳工程），則毛纖維網被直向分成若干部分，並同時搓動成為粗紗的狀態以增加
纖維間的結合力，以便於紡成紗。粗紗捲繞在筒上，不需再作其他處理，直接供精紡機紡成紡毛紗。
若須做成梳毛物（梳毛紗），則有兩種方式。其一為將初梳毛網精梳；另一是不經過初梳工程在精梳工程前
先將羊毛或動物毛髮送入針梳機中梳理使原料鬆開並平順。
精梳工程後，較短纖維成為落毛被除去，剩下的纖維平行排列成為纖維條。其他植物性雜質也隨落毛一併去
除。精梳纖維條被牽伸並經針梳使不同長度的纖維可完全混合，處理後的纖維條被捲成球狀，稱為毛條（top）。
動物毛髮的材料通常較不容易捲繞成球，就將纖維條壓縮成圈狀，緊緊地綁在兩紙板當中成為平繞捲裝毛條
（bumped tops）。精梳後的毛條經過數道牽伸與併條工程做成粗紗。將粗紗捲在筒管上以備紡成梳毛紗用。
本節包含上述的紡毛粗紗，初梳毛纖維條，毛條及精梳粗紗，以及故意剪斷或拉斷成長度一致的毛條或毛纖
維條。
本節也包含精梳羊毛碎片，有時也稱為散裝精梳毛，或精練潔淨羊毛或鬆開毛條。這種羊毛通常已練精過，
在梳毛紗用的毛條製造過程中，已被初梳及精梳工程的機械動作達到除草籽雜質的目的。離開精梳機後的纖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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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延伸並切斷為不統規則不碎段然後打成包。這種產品纖維短（長度約為 45 ㎜）只適合作紡毛紗或棉紡系統的
紡紗，而不適合作梳毛紗。在紡紗之前還須再初梳。在外觀上它很像蓬鬆的洗淨羊毛不含任何雜質。
應得注意的是，某些粗紗在粗細上很像第 5106 節至 5110 節單股紗，還可有少許撚度，但由於它們仍未經過
紡製，尚未成紗，因此仍歸入本節內。
漂白或染色加工不會影響本稅則號別之產品的分類方式。
本節不包括：
（a）填充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b）己加工做假髮或其他類似產品的羊毛（第 67.03 節）。
。
。。

目註解
第 5105.31 目
第 5102.11 目註解之規定，亦適用本目之產品。

51.06-非供零售用初梳羊毛紗（紡毛紗）。
5106.10-含羊毛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106.20-含羊毛重量未達 85％者
本節包含單股或多股紡毛紗，這些是得自初梳（非精梳）後所成粗紗經精紡紡出者，也包括精梳的初梳紗，
它是由紡紗過程中製成的初梳纖維條再經精梳而紡成者。所有這些紗均捲繞在平筒管或斜筒管上。
本節也涵蓋自精梳毛之碎片再經初梳的紡毛紗，精梳毛之碎片的解釋可見第 51.05 節。
供零售用的紗除外（參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部分）。
本節所包含的紗為短纖維或長短纖維混合者，這些纖維不平行，僅互相交纏，通常是紗支粗細不一，也較梳
毛紗撚度為少。
這些紗可能經過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部分中所提到的處理方式。
多股（合股）紗其中若干股為初梳紗及精梳紗所組成，被分類歸在第 51.06 或 51.07 節內，視初梳毛或精梳毛
何者重量佔多數而定。

51.07-非供零售用精梳羊毛紗（梳毛紗）。
5107.10-含羊毛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107.20-含羊毛重量未達 85％者
本節包含自精梳粗紗所紡成單股或多股（合股）的梳毛紗。
本節不包含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部分供零售用的紗。
梳毛紗不同於紡毛紗，它有平滑的外觀及均勻的斷面；其中纖維成平行狀，短而糾結的纖維均在精梳過程中
被剔除。
這些梳毛紗可能經過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1)部分中所提到的處理方式。
本節不包含自精梳毛之碎片所初梳而紡成的紗或精梳初梳紗（第 51.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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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8-非供零售用初梳或精梳動物細毛紗（紡毛紗或梳毛紗）。
5108.10-初梳紗
5108.20-精梳紗
本節包含自初梳或精梳動物細毛的粗紗所紡成的單股或多股（合股）紗。（參見第 51.02 節註解對動物細毛
的解釋）。
本節不包含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部分中提到的供作零售用的紗。
本節內的紗通常均用來作成輕質的針織或梭織衣服（如羊駝）及大衣或毛毯（如駱駝（包括單峰駱駝）毛）
或天鵝絨或人造毛皮。
這些紗可能有經過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1)部分中所提的處理方式。

51.09-供零售用羊毛或動物細毛紡製之毛紗。
5109.10-含羊毛或動物細毛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109.90-其他
本節包含紡毛紗或梳毛紗及動物細毛紗，當供零售用途時應依照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3)部分所敘述者。

51.10-不論是否供零售用之動物粗毛或馬毛紡製之毛紗（包含馬毛紡製螺旋花紗）。
本節包含：
（1）自動物粗毛粗紗所紡成的單股或多股（合股）紗（參見第 51.02 節註解對動物粗毛的解釋）。
這種紗通常用作某些梭織布，襯料或技術上用途。
（2）馬毛紗，這些紗係由紡紗而得，通常使用較短的馬毛（如馬科動物鬃毛或牛科動物尾毛）。來自馬科動物
尾毛之較長馬毛是不能紡紗的，通常將其首尾相接結成用以製造某些馬毛織物之經紗的長線。考慮到其用
途，此種長線也應歸入本節內。惟單股馬毛纖維（未首尾相接）應歸列第 05.11 節。
由棉線或其他紡織材料線捆紮或螺旋纏繞之馬毛束所製成的馬毛紗仍歸入本節內。
以上這些可能有經過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B)(1)部分所敘述的加工處理。

51.11-羊毛或動物細毛紡毛梭織物。
-含羊毛或動物細毛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111.11--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300 公克者
5111.19--其他
5111.20-其他，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111.30-其他，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棉混製者
5111.90-其他
本節包含初梳羊毛或初梳動物細毛的紗所梭織而成的織物（其定義如同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C)部分中所敘
述）。
這類布料的種類繁多，包含西裝料，法蘭絨、莫利頓雙面起絨呢及其他用作衣服，毛毯，家具織物等。
本節不包含：
（a）繃帶，浸漬藥品或供作零售用途者（第 30.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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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供作工業用途的梭織物（第 59.11 節）。

51.12-羊毛或動物細毛梳毛梭織物。
-含羊毛或動物細毛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112.11--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
5112.19--其他
5112.20-其他，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112.30-其他，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棉混製者
5112.90-其他
本節包含精梳羊毛或精梳動物細毛的紗所織的梭織物，其定義如同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Ⅰ)（C）部分中所敘
述者。
這類布料的種類很多，包含西裝料或其他供作衣服及家具的織物等。
本節不包含：
（a）繃帶，浸漬藥品或供作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供作工業用途的梭織物（第 59.11 節）。

51.13-動物粗毛或馬毛製之梭織物。
本節包含動物粗毛（如第 51.02 節中所述）或馬毛（如第 51.10 節中所述）紗支織成的梭織物，梭織定義如第
十一類註解總則第(I)(C)部分中所敘述者。但是馬毛梭織物也可能僅由第 05.11 節之單股馬毛纖維織造而成。
動物粗毛的梭織物通常均用來作傢俱的內裏或衣服的襯料。
單股馬毛纖維通常以手工在特殊織機上織造。由於長度通常僅有 20 至 70 公分，只能織成小薄片布，作為篩
網用途。
其他的馬毛織物多數用作衣服的襯裡。
本節不包含第 59.11 節中供作工業用途的梭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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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棉 花

目註：
1.─第 5209.42 及 5211.42 兩目所稱「牛仔布」係指不同色紗之三枚或四枚斜紋（包括破斜紋、經面斜紋）織物，
其經紗為同一顏色，而緯紗為未漂白、漂白、染灰色或較經紗顏色淡之色度。

總

則

當研究本章註解之同時應參閱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一般言之，本章包括棉纖維，自原棉至棉織品各階段，
並包括歸入棉類之混合紡織材料。

52.01-未初梳或未精梳之棉花。
在棉植物莢殼（果實）中所含棉籽為棉纖維所覆蓋。棉纖維之主要組織成分為纖維素，其外覆有一層蠟質。
棉纖維之外表光滑，其本色通常為白色、淡黃色、淡棕或淡紅色。當成熟之果實微微開裂時則予收割；收割時並
不摘下果實，僅摘取其棉纖維帶有棉籽，故此後此棉籽必須軋去之。
本節包括未初梳及未精梳剛收獲之棉纖維（帶有棉籽者）或僅經軋棉者（其中尚含有相當數量之破莢、碎葉
或泥土等）；亦包括經潔淨、漂白、染色或脫脂之棉纖維。（短絨棉花與廢棉除外）。
國際貿易用之棉花幾全部為已軋去棉籽並以強力壓縮打包者；經開棉或清棉機處理過之棉花則為長而寬鬆成
連續棉卷者。
棉籽絨歸屬第 14.04 節。歸入本節之棉纖維長度多在１至５公分左右，而棉籽絨之長度通常不超過５公釐，
故兩者極易區別。
本節不包含：
（a）填充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b）廢棉（第 52.02 節）。
（c）已初梳或已精梳之棉纖維（第 52.03 節）。

52.02-廢棉包括廢棉紗和經拉鬆處理之回收棉纖維）。
5202.10-廢棉紗（包括廢棉線）
-其他：
5202.91--經拉鬆處理之回收棉纖維
5202.99--其他
一般言之，本節包括由在精紡前之作業過程中產生之廢棉或在精紡、織布、針織等工程時所產生之廢棉紗或
自棉布類拉開之回收纖維。
因此廢棉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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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梳廢棉（亦稱精梳下腳）；從梳棉機或精梳機錫林上剝取之回收棉；併條工程之回條(生條)；粗紗工程之
短廢粗紗，熟條回條；梳棉飛花；纏結的紗和其他廢紗；從破布拉開拉鬆之回收紗和纖維。
此類廢料可能含有油質、灰塵或其他雜質，亦可能為潔淨、漂白或染色者。此類廢料可供紡紗或可作其他用
途。
本節不包括：
（a）棉籽絨（第 14.04 節）。
（b）填充料（第 56.01 節）。
（c）初梳或精梳之廢棉（第 52.03 節）。
（d）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第 56.01 節）。
（e）新或舊破布及其他廢紡織品（第 63.10 節）。

52.03-初梳或精梳之棉花。
本節包括初梳或精梳之棉花（布料經拉開或拉鬆之回收棉及其他棉廢品在內），不論是否進一步準備供紡紗
之用者。
初梳之主要作用係將棉纖維之糾結拉開，使之約略平行排列並完全除去或除去其中留存之大部分外來雜質。
經梳理之棉纖維此時成為寬網狀（棉卷狀），通常再被凝結成棉條。在粗紗工程前，棉條可經或不經精梳工程。
精梳工程，主要作用為紡製長纖維棉之用，係將黏附於纖維上之最後微量雜質徹底消除，將較短之纖維梳下
成為精梳廢料，而僅留平行排列之較長纖維。
無論經精梳或未經精梳之棉條，在併條機與粗紡機中經一系列之併合與拉伸之後，即成粗紗。但應注意，經
以此法製成之粗紗其直徑與第 52.05，52.06 節之單股紗之直徑接近，雖稍具撚度，但由於此種粗紗未經紡製，未
形成紗線故仍列於本節內。
棉條通常被盤捲裝入筒內，而粗紗通常繞在大筒管上，棉卷通常捲在木製滾筒上。
本節之各項產品得經漂白或染色。
被理髮師使用的梳棉條（有時稱為「理髮棉絮」）係歸入本節，但棉質填充料則歸入第 56.01 節，如塗浸藥
物或裝成零售用之包裝供醫藥或外科手術用者則歸入第 30.05 節。

52.04-供零售用或非供零售用之棉縫紉線。
-非供零售用者：
5204.11--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204.19--其他
5204.20-供零售用者
本節包含的縫紉線合於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Ⅰ)（B）（4）所敘述之形狀及條件者。
但若此種線符合撚線等之定義（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Ⅰ)（B）（2）），則不包括在內（第 56.07 節）。
歸屬於本節之縫紉線，不論是否供零售用或經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Ⅰ)（B）（1）所述之處理過程。

52.05-非供零售用棉紗（棉縫紉線除外），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單股未精梳棉紗：
5205.11--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5.12--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但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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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43 支）者
5205.13--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但不超
過 52 支）者
5205.14--單股未精梳棉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不超過 80 支）者
5205.15--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單股精梳棉紗：
5205.21--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5.22--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但不超
過 43 支）者
5205.23--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但不超
過 52 支）者
5205.24--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不超過
80 支）者
5205.26--支數在 106.38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25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但不超過
94 支）者
5205.27--支數在 83.33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06.38 分德士（公制支數不超過 94 支，但不超
過 120 支）者
5205.28--支數在 83.33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120 支）者
-多股（合股）或粗股未精梳棉紗：
5205.31--單股紗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5.32--單股紗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
但不超過 43 支）者
5205.33--單股紗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
但不超過 52 支）者
5205.34--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
不超過 80 支）者
5205.35--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多股（合股）或粗股精梳棉紗：
5205.41--單股紗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5.42--單股紗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
但不超過 43 支）者
5205.43--單股紗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
但不超過 52 支）者
5205.44--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
不超過 80 支）者
5205.46--單股紗支數在 106.38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25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但
不超過 94 支）者
5205.47--單股紗支數在 83.33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06.38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94 支，
但不超過 120 支）者
5205.48--單股紗支數在 83.33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120 支)者
本節所包含之棉紗（縫紉線除外），不論單股或多股（合股），均由第 52.03 節之粗紗紡得，而且必須含棉
重 85％或以上。
本節不包括符合撚線、繩、索等定義（第 56.07 節）或供作零售用者（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2)和(3)）。
不論是否經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所敘述之過程，均歸屬本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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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6-非供零售用棉紗（棉縫紉線除外），含棉重量未達 85％者。
-單股未精梳棉紗：
5206.11--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6.12--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但不超
過 43 支）者
5206.13--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但不超
過 52 支）者
5206.14--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過 52 支，但不超過 80
支）者
5206.15--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單股精梳棉紗：
5206.21--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6.22--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但不超
過 43 支）者
5206.23--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但不超
過 52 支）者
5206.24--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不超過
80 支）者
5206.25--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多股（合股）或粗股未精梳棉紗：
5206.31--單股紗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6.32--單股紗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
但不超過 43 支）者
5206.33--單股紗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
但不超過 52 支）者
5206.34--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
不超過 80 支）者
5206.35--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多股（合股）或粗股精梳棉紗：
5206.41--單股紗支數在 714.29 分德士及以上（公制支數不超過 14 支）者
5206.42--單股紗支數在 232.56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714.29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14 支，
但不超過 43 支）者
5206.43--單股紗支數在 192.31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232.56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43 支，
但不超過 52 支）者
5206.44--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及以上，未達 192.31 分德士（公制支數超過 52 支，但
不超過 80 支）者
5206.45--單股紗支數在 125 分德士以下（公制支數超過 80 支）者
第 52.05 節之註解適用於本節之紗。

52.07-供零售用棉紗線（縫紉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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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7.10-含棉重量在 85％以上者
5207.90-其他
本節包括供零售用棉紗（縫紉線除外），合於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3)所述之形狀及條件者。

52.08-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而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
-未漂白者：
5208.11--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12--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13--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8.19--其他織物
-漂白者：
5208.21--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22--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23--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8.29--其他織物
-染色者：
5208.31--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32--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33--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8.39--其他織物
-異色紗織成者：
5208.41--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42--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43--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8.49--其他織物
-印花者：
5208.51--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52--平紋梭織物，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00 公克者
5208.59--其他織物
本節所包括之棉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之定義），其單位重量不超過 200g/㎡，含棉重量超過 85%
及以上。棉織物根據其特性可製成廣泛及多變的產品，諸如：可製成衣物、家庭用製品如床單窗簾、其他家具裝
飾用品等。
本節不包括：
（a）繃帶，浸漬藥品或供零售用（第 30.05 節）。
（b）第 58.01 節之織物。
（c）毛巾和類似毛巾織物（第 58.02 節）。
（d）紗羅織物（第 58.03 節）。
（e）工業用梭織物（第 5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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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9-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而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200 公克。
-未漂白者：
5209.11--平紋梭織物
5209.1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9.19--其他梭織物
-漂白者：
5209.21--平紋梭織物
5209.2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9.29--其他梭織物
-染色者：
5209.31--平紋梭織物
5209.3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9.39--其他梭織物
-異色紗織成者：
5209.41--平紋梭織物
5209.42--牛仔布
5209.43--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9.49--其他梭織物
-印花者：
5209.51--平紋梭織物
5209.5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09.59--其他梭織物
第 52.08 節之註解，適用於本節。

52.10-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製之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 85％以下，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
-未漂白者：
5210.11--平紋梭織物
5210.19--其他梭織物
-漂白者：
5210.21--平紋梭織物
5210.29--其他梭織物
-染色者：
5210.31--平紋梭織物
5210.3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10.39--其他梭織物
-異色紗織成者：
5210.41--平紋梭織物
5210.49--其他梭織物
-印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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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51--平紋梭織物
5210.59--其他梭織物
本節包括之棉梭織物，符合於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所定義者。
本節之棉織物，其分類依照第十一類類註２（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A)），且符合下列的規格：
（a）含棉重少於 85％；
（b）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製織物；
（c）重量不超過 200g/㎡。
在計算這些成份比率時，人造纖維的總重量中長纖絲或短纖棉並無區別。
本節不包括：
（a）繃帶，浸漬藥品或供零售用（第 30.05 節）。
（b）第 58.01 節之織物。
（c）毛巾和類似毛巾織物（第 58.02 節）。
（d）紗羅織物（第 58.03 節）。
（e）工業用梭織物（第 59.11 節）。

52.11-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混製之棉梭織物，含棉重量在 85％以下，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200
公克者。
-未漂白者：
5211.11--平紋梭織物
5211.19--其他梭織物
5211.20-漂白者
-染色者：
5211.31--平紋梭織物
5211.3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11.39--其他梭織物
-異色紗織成者：
5211.41--平紋梭織物
5211.42--牛仔布
5211.43--其他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11.49--其他梭織物
-印花者：
5211.51--平紋梭織物
5211.52--３枚或４枚斜紋梭織物，包括破斜紋梭織物
5211.59--其他梭織物
第 52.10 節之註解，亦適用於本節。

52.12-其他棉梭織物。
-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00 公克者：
5212.11--未漂白者
5212.12--已漂白者
5212.13--染色者
5212.14--異色紗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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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15--印花者
-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200 公克者：
5212.21--未漂白者
5212.22--已漂白者
5212.23--染色者
5212.24--異色紗織成者
5212.25--印花者
本節所包括之棉紗織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所定義）。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本節僅包括混紡
梭織物，而本章前述章節或本類第二部分所包括或規定的物品（通常是第五十八或第五十九章）除外。
繃帶，浸漬藥品或供零售用，不包括在內（第 30.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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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紗梭織物

總則
閱讀本章各註解時，應參考第十一類註解總則。
一般而言，除了第 53.05 節的註解內所提列的某些例外以外，本章所包括的範圍從原料到轉換成梭織物，各
不同階段的植物紡織材料（棉花除外）。
本章的範圍也包括紙紗及紙紗梭織物，以及第十一類類註２之下所提及的各個款項，有關於混合紡織材料的
製品。

53.01-生亞麻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亞麻；亞麻束及廢料（包括廢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5301.10-生或已浸漬之亞麻
-碎亞麻，打清亞麻，已梳亞麻及經其他加工處理，但未紡製之亞麻：
5301.21--碎亞麻及打清亞麻
5301.29--其他
5301.30-亞麻束及廢料
亞麻有許多種類，最著名的品種名為 Linum usitatissimum，亞麻（或亞麻類）纖維存在於植物韌皮中，是一種
結合膠態物質的高密度維管束，若應用在紡織工業，亞麻纖維必須使彼此間互相分離，以及與植物的其他部分分
離，特別是生原料中的木質部分。
本節含蓋生亞麻、已浸漬之亞麻、打清亞麻、已梳亞麻、或經其他加工但未紡製之亞麻。
（A）生亞麻：
這是指剛收割的亞麻，無論其葉與種子已否去除。
（B）已浸漬之亞麻：
浸漬可消除大部分圍繞在纖維上的膠態物質，可以使發酵（靠酵母菌或霉菌之作用）或化學方法，在
下列環境下實施：
（1）暴露在露水或霧氣之中；
（2）將植物浸在水流緩和的河川、或停滯的池水之中；
（3）浸在盛有溫水的大水槽之中；或
（4）使用蒸汽、化學藥劑或細菌處理。
亞麻浸漬過後，接著須放置於日光下晾乾，或使用機器乾燥，纖維便可從植物的木質部分鬆脫，再經
由打清過程便可分離出來。
（C）打清亞麻：
首先將亞麻壓碎使木質部碎開，然後是使用人手或機器將木質部分打掉，亞麻纖維便能分離出來，經
過這項程序，將會產生一部分的亞麻束及廢料。
（D）棉化亞麻：
首先將生亞麻置於氫氧化鈉溶液中煮沸，然後注入碳酸鈉，再以輕酸稀釋處理，亞麻莖經過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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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之分解作用後，亞麻纖維便被提煉出來，這種加工過程所產出的亞麻纖維，無需再經由浸漬及打碎之
加工。棉化亞麻通常已經漂白過。
（E）已梳亞麻：
梳理工程可以分裂表皮，使纖維變得平整，並可除去雜質及斷裂的短纖維，亞麻通過梳理機後，以連
續的鬆散纖維束狀態出現，這些纖維再經櫛梳機處理後，便成連續狀的麻條，將這些麻條經過一連串的併
條與牽伸操作處理後，便可製成粗紗。麻條與粗紗皆在本節範圍內，假使未被紡製成紗。粗紗最後可能被
牽伸到接近單紗的粗細度，通常帶有輕微的撚度，雖然如此，仍應歸類在本節之中，而不可與第 53.06 節所
含蓋的單股紗混為一談。
（F）亞麻束及廢料（包括回絲及破布回收纖維）：
亞麻束通常由各種適合於紡紗品質的亞麻廢料所構成，主要包括各種不加同工工程（如打清、梳理和
精紡）所產生的短小、斷裂、打結糾纏等纖維。
本節亦包括紡紗、搖紗、梭織等工程所產出的回絲，以及得自廢布料或成衣經處理回收的纖維，這些
常會被用來重新紡製成紗。
亞麻束或其他廢料中含有短小的纖維成份，用於紡紗時通常經過初梳工程，不經精梳工程，經初梳工
程後所得的麻條和粗紗亦包括在本節中。
本節亦含不適於紡製成紗的廢料，這些主要是從打清或初梳工程所產生，可用來作墊子填裝物、灰泥
膠合物、或某些紙張用的紙漿原料等。
上述各項目所提到的產生物包括已經漂白或被染色者在內。
本節不含：
（a）經打清處理而得的斷裂木片（第 44.01 節）
（b）一般被稱為亞麻的某些纖維質的植物材料，如印地安亞麻（學名 Abroma augusta）（第 53.03 節）及紐西蘭
大麻或亞麻（學名 hormiumtenax）（第 53.05 節）。

目註解：
第 5301.21 目
本目含從亞麻束所產出的打清亞麻。

53.02-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大麻（Cannabis sativa L）；大麻束及廢料（包括廢紗及經拉鬆處理
之回收纖維）。
5302.10-生或已浸漬之大麻
5302.90-其他
本節僅適用於大麻（學名 Cannabis sativa L），一種在多樣氣候及土壤下生長的植物，纖維存在於植物的韌皮
之中，提煉纖維的程序與亞麻類似（參考第 53.01 節之註解）。
本節包括：
（1）剛收割之生大麻，不論葉片或種莢是否已經去除。
（2）已浸漬之大麻，纖維質仍附在植物的木質部分，但已因浸漬而鬆弛。
（3）打清大麻，已由打清工程，將麻纖維從植物分離出來者通常長度為２公尺或以上。
（4）已梳大麻，或其他處理工程所得可供紡紗用之大麻纖維，通常為麻條狀或粗紗的形狀。
（5）大麻束及廢料，包括從打清或梳理過程所產生的廢料、紡紗織造等過程所產生的回絲，以及從廢布料、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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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等回收之已拉鬆纖維等，分類於此項下的大麻束及廢料無論是可再使用於紡紗（不僅限於麻條或粗紗型
態），或僅能使用於作為墊子填裝材料或紙漿原料。
經棉化處理（與亞麻類所提及的處理過程類似），漂白或染色加工等，均不影響到本節的分類。
本節不包括：
（a）其他一般亦稱之為大麻的纖維質植物材料，如：
（1）墨西哥大麻（第 14.04 或 53.05 節）。
（2）槿麻（Hibiscus cannabinus）、玫瑰茄麻（Hibiscussabdariffa）、天津麻（Abutilon aicennae）、印度麻
（Crotalariajuncea）、及昆士蘭麻（Sida）等（第 53.03 節）。
（3）海地麻（龍舌蘭麻），馬尼拉麻（Abaca），模里西斯麻（Furcraea gigantea）及紐西蘭大麻或亞麻（Phormium
tenax）（第 53.05 節）。
（b）打清工程除去的植物硬木質部分（第 44.01 節）。
（c）大麻紗（第 53.08 節）。
（d）破布料及繩索殘段（第六十三章）。

53.03-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黃麻及其他紡織用韌皮纖維（亞麻、大麻及苧麻除外）
；此類纖維
束及廢料（包括廢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5303.10-生或已浸漬之黃麻及其他紡織用韌皮纖維
5303.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從雙子葉植物之莖幹所獲取的紡織纖維，但亞麻（第 53.01 節）、大麻（第 53.02 節）及苧麻（第
53.05 節）除外。
歸類於此處的各種紡織用韌皮纖維，在觸感上較之第 53.05 節所羅列的大部分植物纖維更柔軟更纖細。
本節所指的纖維包括：
（1）正宗黃麻，亦稱 Tossa，有兩個主要品種，分別為 Corchorus capsularis，或稱白黃麻，以及 Corchorus olitorius，
或稱紅黃麻。
（2）洋麻、槿麻，貿易上稱 Hibiscus 大麻、Gambo 大麻、暹邏黃麻、Kenaf、Bimlipatam 或 Bimli 黃麻、Ambari 大
麻、Papoulade Sao Francisco、Dah、Meshta 等。
（3）玫瑰茄麻，貿易上稱為 Roselle 或 Rosella 大麻、暹邏黃麻、Kenaf、爪哇黃麻等。
（4）商麻，亦稱青麻，或天津麻。
（5）金雀花纖維，取自西班牙金雀花（Spartium junceum）或一般金雀花（Cytisus scoparius）之韌皮。
（6）肖梵夫花及古巴黃麻、視產地不同而有下列各種不同名稱：剛果黃麻、馬達加斯加黃麻或 Paka、Malva blanca
或 cadillo（古巴）、Guxima、Aramina 或 Malva roxa（巴西）、凱撒草（佛羅里達）。
（7）印度麻、菽麻。又稱 Sunn、孟買、馬德拉斯、加爾各答、Benares 等大麻或稱 Julburpur 黃麻。
（8）Sida 主要稱為 Escobilla Malvaisco、昆士蘭大麻或古巴黃麻。
（9）Thespesia，稱為 Polompon（越南）。
（10）東印度麻，又稱魔鬼棉 Abroma augusta。
（11）東蕾普頓尼亞麻，如剛果的 Punga，巴西的 Guaxima。
（12）特律安芬菲塔麻，如剛果的 Punga，巴西的 Carapicho。
（13）蕁麻。
本節包括：
(Ⅰ)生纖維質材料（成株、未浸或未剝）；已浸漬纖維；已剝皮纖維（經機器處理），亦即從植物浸漬或剝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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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得之超過２公尺之纖維；「切割」纖維（指切下後可單獨銷售之纖維根端）。然而，第十四章內提及的
某些型態之植物原料（如，金雀花之枝梗），只有當被加工處理後，能當紡紗材料用（亦即當這類原料能被
破碎、初梳或精梳等精紡前的準備工程處理者），才歸類於此。
(Ⅱ)經初梳或精梳或其他精紡前的準備工程處理過的纖維，可供紡紗用，通常其形狀為麻條狀。
(Ⅲ)纖維束及廢料，主要是從纖維韌皮經初梳或精梳工程中而得者；以及從紡紗織造工程等產生的韌皮纖維回絲；
和從碎片或片斷繩索回收之鬆散纖維等。這類黃麻束或廢料被歸類於此者，無論是否適合精紡成紗（不管它
是否為麻條狀），或只能用來當襯墊料或填裝材料、氈呢材料及紙漿原料等。
漂白及染色加工不影響本節所含蓋的分類產品。
本節不包括：
（a）金雀花之枝梗（第 14.04 節）。
（b）加入藥劑之纖維束或包裝零售供醫療或外科用者（第 30.05 節）。
（c）黃麻紗或本節之其他紡織用之韌皮纖維紗（第 53.07 節）。
（d）破布片或殘斷之繩索、纜線等（第六十三章）。

[53.04]

53.05-生或已加工但未紡製之椰殼纖維、麻蕉纖維（馬尼拉麻或麻蕉纖維）
、苧麻纖維及未列名
之其他供紡織用植物纖維；此類纖維束、絨及廢料（包括廢紗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
本節包括得之於某些其他節未列入單子葉植物的葉片或果實（如椰子、麻蕉、瓊麻）之植物性紡織材料，或
取自 Urticaceae 科之雙子葉植物的枝梗，如苧麻。
這些纖維材料通常較第 53.03 節所列者為厚重且粗糙。
此處的分類通常有生（原）麻，精紡前工程製品（即經初梳或精梳成麻條狀者），或纖維束及廢料（梳理過
程中產生），廢紗（主要從精紡及織造工程中所產生）或已拉鬆之回收纖維（從碎布片或殘斷繩索等所得）。
然而，某些末經加工或加工成某種形狀之植物纖維（特別是木棉），應歸入第十四章，但只有經過處理而適
合作紡織材料用者始分類於此節，例如，當這些原料已經碎裂、初梳或精梳等紡前加工處理者。
本節包含的植物性紡織材料有：
椰殼纖維，椰殼纖維是從核仁外部覆蓋的表層獲得，是一種粗糙，易脆的棕色材料，不管是成團或成束均分
類於此。
麻蕉纖維，麻蕉纖維（或馬尼拉麻）是從某種特殊的香蕉樹（Musa textilis Nee，主要產地為菲律賓群島）的
枝幹覆葉取得，這類纖維是用刀子或機器刮去非纖維質後獲得，不管是否已經梳理或經其他準備工程處理可供精
紡用者（亦即麻條或粗紗狀）均分類於此。
馬尼拉麻纖維對氣候及海水有相當良好的抗拒性，因此主要用來製造船舶纜繩及魚網，亦可紡製成紗，用以
織造粗布或帽帶。
苧麻，苧麻纖維可從幾種不同植物的韌皮中取得，最主要的品種是 Boehmeria tenacissima（綠色苧麻）及
Boehmeria nivea（白苧麻），產地多在遠東一帶。
將苧麻莖幹從地面處截斷後，經過預先脫水處理，再用人工或機器將莖幹表皮剝掉，然後將木質部分打碎並
除去，苧麻便形成長帶狀，接著將其浸在鹼性溶液中煮沸，可除去其中樹脂黏膠成份，再將其扭乾，便可得到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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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苧麻纖維。
阿爾法（Alfa）及北非草（Esparto），是取自該等植物的葉片部分，只有已被滾輾、打裂、梳理或其他加工
過程處理，而顯示能當紡織材料用時才能歸類於此，未經處理的原葉片不可歸入本節內（第十四章）。
蘆薈纖維
海地麻（學名 Agave foetida）。
龍舌蘭麻（學名 Agave fourcroydes）。
墨西哥麻，這類纖維得之於 Agave funkiana 或 Agave lechugilla，主要用途為製造刷子，並且通常歸在第 14.04
節下，但若經加工處理而可作紡織用途時，則可分類於此。
龍舌蘭，這類纖維得之於 Agave cantala（產地為菲律賓或印尼）或 Agave tequilana（產地為墨西哥）。
模里西斯大麻（Furcraea gigantea），巴西產稱為 Piteira。
紐西蘭大麻或亞麻（Phormium tenax）。
泥炭纖維（有時稱為 Berandine 或 Berandine 泥炭），這種纖維取自木質泥炭，只有經過加工且準備供紡織用
途時，才分類在此，否則除外（第 27.03 節）。
鳳梨纖維，這類纖維亦被稱 Curana（產於亞馬遜河流域），Pina（產於墨西哥）或絲草，是從 Bromeliaceae
族系鳳梨植物的葉片上取得，也包括哥倫比亞 Pita 或 Arghan，Caroa（巴西產），Karates 等纖維在內。
美洲龍舌蘭（學名 Agave ameriacna）。
Sansevieria 亦名 Bowstring 大麻，或 Ife 大麻。
瓊麻（學名 Agave sisalana）。
香蒲纖維（Typha），這類纖維是從香蒲或柔荑花植物的葉片上獲取，從同項植物種子中所取得的短毛常用在
救生衣或玩具的填裝材料，不可歸在此類（第 14.04 節）。
麟鳳蘭（絲蘭屬纖維）
本節內歸類之產品不受漂白或染色加工之影響。

53.06-亞麻紗。
5306.10-單股紗
5306.20-多股（合股）及粗股紗
本節包括從第 53.01 節亞麻纖維粗紗紡製成的單股紗，以及將這類單股紗併合產製的多股（合股）及粗股紗。
但是若適用於第 56.07 節內所限定之撚線及繩索等產品則除外（參考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2)之部分）。
歸類於本節內之紗，無論是否供零售者，或為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所指的加工處理者。
攙金屬紗，亦即亞麻紗與金屬線混合之產品，無論其合成之比例為何，均除外（第 56.05 節）。

53.07-第 53.03 節之黃麻或其他紡織用韌皮纖維之紗。
5307.10-單股紗
5307.20-多股（合股）及粗股紗
本節涵蓋從 53.03 節之黃麻或其他韌皮纖維之麻條紡製成的紗線，包括單股紗及多股（合股）在內。
但是若適用於第 56.07 節內所限定之撚線、繩、索及纜等產品則除外(參考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I)(B)(2))。
歸類於本節內之紗，無論是否供販賣零售者，或為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所指之加工處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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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8-其他紡織用植物纖維紗；紙紗。
5308.10-椰殼纖維紗
5308.20-大麻紗
5308.90-其他
（A）其他植物性紡織纖維之紗：
本類包括單股紗及多股（合股），紡自第 53.02 節之大麻纖維，第 53.05 節植物性紡織纖維，或未歸類
於第十一類之植物性纖維（特別是列在第十四章者，如木棉，墨西哥產之 Istle 纖維等）。
但是若在撚線、繩、索及纜等產品之定義範圍內者（參考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I)(B)(2)），則分類在第
56.07 節內。
正宗大麻紗可用來作裁縫線（例如供給製鞋業或皮革業使用），或作織造之用途。
分類於此的紗線，無論是否供零售者，或為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所指的加工處理者。
攙金屬紗，亦即本類各種紗線與金屬線混製之產品，無論其合成之比例為何，均除外（第 56.05 節）。
（B）紙紗：
本類包括單股紗及多股（合股）之紙紗，無論是否供零售或是否製成撚線、繩、索及纜等均屬之，但
編織之繩、索及纜除外。
本類紗線無論是否為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部分所指的加工處理者，均屬之。
單股紗是將潮濕的長條紙（有時是加上塗料）加撚或滾輾而產生；多股（合股）紗則是由兩股以上的
單股紗併合製成。
本節不含：
（a）縱向摺疊一次以上的紙（第四十八章）。
（b）紙紗與金屬線混合紡成的紗或紙紗經任何加工程序包覆金屬者（第 56.05 節）。
（c）用金屬線補強的紙紗及用紙紗編織成的繩、索及纜等（第 56.07 節）。

53.09-亞麻梭織物。
-含亞麻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309.11--未漂白或漂白者
5309.19--其他
-含亞麻重量在 85％以下者：
5309.21--未漂白或漂白者
5309.29--其他
本節包括用亞麻紗製成的各種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Ⅰ)（C）部分之定義）。
這些梭織物包括精緻的婦女貼身衣類、服裝材料、床單材料、及桌巾等，這些亞麻織物也可製成墊褥被單、
袋子、防水覆蓋布、船帆等。
繃帶，浸漬藥品或供零售者除外（第 30.05 節）。

53.10-第 53.03 節之黃麻或其他紡織用韌皮纖維製之梭織物。
5310.10-未漂白者
5310.90-其他
本節含第 53.03 節之黃麻或其紡織用韌皮纖維之紗所製成的各類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之定
─ 818 ─

Ch.53
義）。
黃麻紗常用以製成袋子或包裝用，或當油毛氈基材，或室內裝飾品之襯裡布等。

53.11-其他植物纖維梭織物；紙紗之梭織物。
本節含蓋第 53.08 節紗線製成的各類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之定義）。
這些織物主要供包裝、製船帆、防水覆蓋布、帆布袋、桌巾、墊褥、及油毛氈之基本材料等之用。
本節不包括由長條紙帶交織而成的梭織物（第 46.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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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人造纖維絲；人造紡織材料之扁條及類似品

章註：
1.─本分類中所述「人造纖維」係指經下列製造過程所產生之有機聚合體之棉狀纖維或絲狀纖維：
（a）有機單體經聚合而成之聚合體，如聚醯胺、聚酯、聚烯烴或聚氨基甲酸乙酯，或經此製程而成聚合體之
化學改質反應(例如，經聚醋酸乙烯的水解反應製得之聚乙烯醇)；或
（b）天然有機聚合體（例如，纖維素）經溶解作用或化學處理而成之聚合體，例如，銅胺螺縈或粘液螺縈，
或天然有機聚合體（例如，纖維素、乳酪素和其他蛋白質，或藻酸）經化學改質而成之聚合體，例如，
醋酸纖維或海藻纖維。
人造纖維有關之「合成」及「再生」用語解釋如下：
合成：符合（a）項規定之纖維；
再生：符合（b）項規定之纖維。
人造纖維不包含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及類似品。
論及紡織材料時所稱「人造」「合成」及「再生」具有相同含意。
2.─第 54.02 及 54.03 節不適用第五十五章之合成或再生纖維絲束

總

則

閱讀本章註解時需參照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
第五十四章註－術語「人造纖維」，當用於第五十四、五十五章或其他章時之意義，係指棉狀梭織物或絲狀
纖維，由有機聚合體所構成而經由下述任一製造工程所產製者：
（1）有機單體經聚合而成者或此聚合體經化學改質者（見第三十九章註解總則）（合成纖維）；或
（2）天然有機聚合物經溶解作用或化學處理，或天然有機聚合物經化學改質者（再生纖維）。

(Ⅰ)合成纖維
合成纖維的基本原料通常係由煤炭或石油的煉製品，或由天然氣所衍生的。這些聚合經熔融或以適當溶劑溶
解，然後經擠壓通過紡嘴，進入空氣或適當的凝結槽中，使之冷卻或藉溶劑蒸發而固化、或於溶液中沉澱，而形
成絲狀纖維。
在此步驟所形成的纖維，其物性尚不適於直接用之於後續的紡織加工，必須先經延伸工程，使絲狀纖維內的
分子順向排列，因而改進某些技術特性（例如：強度）。
主要的合成纖維有：
（1）聚丙烯腈纖維：構成纖維的直鏈型高分子中至少含有重量比 85％的丙烯腈單位。
（2）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構成纖維的直鏈型高分子中含有重量比 35～85％的丙烯腈單位。
（3）聚丙烯纖維：構成纖維的無環碳氫化合物之直鏈型高分子中至少含有重量比 85％的單位，前者每隔一碳原
子即在其順位連接一個甲基側鏈而無其他替代側鏈。
（4）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纖維：構成纖維的合成直鏈型高分子中，至少含有連接於無環或環狀群的醯胺鏈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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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含有連接兩個芳香鏈的醯胺鏈之芳香族至少 85％，而亞醯胺群有 50％以上被醯胺群所取代。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一詞尚包括芳香族醯胺－阿拉米德（Aramids）（見第十一類類註 12）。
（5）聚酯纖維：構成纖維的直鏈型高分子中至少含有重量比 85％由二元醇和對苯二甲酸化合而成的酯。
（6）聚乙烯纖維：構成纖維的直鏈型高分子中至少含有重量比 85％的乙烯單位。
（7）聚氨基甲酸乙酯纖維：係由多官能異氰酸酯和多羥基化合物（如蓖麻油、1,4─丁二醇、聚醚多元醇、聚酯
多元醇等）聚合而成。
其他合成纖維包括：含氯纖維、含氟纖維、聚碳醯胺纖維、三乙烯和烯醇纖維。
此處纖維之組成要素係屬共聚物或如第三十九章的混合均聚物，後者如：乙烯和丙烯的共聚物；在纖維分類
中，依每一種成分的百分比而定，除了聚醯胺之外，其他纖維均以重量百分比表示。

(Ⅱ)再生纖維
製造這類纖維的基本原料是由天然物質經溶解作用，化學處理或化學改質反應萃取之有機聚合物。
主要的再生纖維有：
（A）纖維素纖維：
（1）黏液螺縈：係以氫氧化鈉處理纖維素（一般為亞硫酸鹽木漿之形態）所產生的；所得鹼性纖維素再以
二硫化碳處理而轉變成纖維素黃酸鈉，再次以氫氧化鈉之稀溶液溶解轉變成黏稠溶液，經純化及成熟
處理後，將黏液擠壓通過紡絲噴嘴進入凝結酸槽而形成再生纖維素的長細絲。黏液螺縈亦包括改變黏
液製程所產生再生纖維素纖維，如 Modal 纖維。
（2）銅氨螺縈：係以銅氨溶液溶解纖維素（通常為棉籽的絨棉或化學處理的木漿）而得到的；所產生的黏
液經擠壓進入槽中沈澱而成纖維素絲狀纖維。
（3）醋酸纖維（包括三醋酸纖維）：係由至少 74％的羧基被醯化所生的纖維。其製造程序是以醋酸酐、醋
酸和硫酸混合液處理纖維素（通常為棉絨或化學處理的木漿）而製成。所產生的初級醋酸纖維素經變
成可溶的形式而溶解於丙酮的揮發性溶劑中，然後經擠壓（通常進入暖空氣中）；俟溶劑蒸發後形成
絲狀醋酸纖維。
（B）動植物的蛋白質纖維，包括：
（1）以鹼液（通常為氫氧化鈉）溶解乳酪素所產者；經熟成後，再將溶液擠壓進入酸性凝結槽中，所得絲
狀纖維依序以甲醛、單檸酸、鉻鹽或其他化合物硬化處理。
（2）其他纖維：係以類似方法處理落花生、大豆、玉蜀黍等蛋白質而製成者。
（C）海藻纖維：以化學方法處理海藻或海草成為黏液，一般為藻酸鈉；再經擠壓進入槽中形成金屬的藻酸鹽，
包括：
（1）藻酸鈣鉻纖維；這是難燃性的纖維。
（2）藻酸鈣纖維：這種纖維很容易溶解於弱鹼皂液中，故不適用於通織物，而最常用為某些製造加工過程
之暫時性紗線。
*
* *

本章範圍涵蓋絲狀人造纖維、絲狀纖維製成之紗線和其他梭織物，包括歸類於第十一類類註２之絲狀人造纖
維混合紗線及其梭織物，亦包括第 54.04 或 54.05 節之單絲和其他產品，以及這類產品之梭織物。
本章包含纖維絲束，但在第五十五章章註１所界定者除外，此種纖維通常被用為香菸濾嘴，然而第五十五章
之纖維絲束則被用為棉狀纖維之加工。
本章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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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33.06 節所列用以清潔牙縫之紗線（牙線），做成個別零售包裝者。
（b）第四十章之產品，第 40.07 節之特殊紗線及繩索。
（c）第五十五章之產品，尤其是棉狀纖維、由棉狀纖維製成的紗線及梭織物以及條狀人造纖維廢料（包括短纖維、
廢紗及回收纖維）。
（d）第 68.15 節之碳纖維。
（e）第 70.19 節之玻璃纖維及玻璃纖維製品。

54.01-人造纖維絲製之縫紉線，不論是否供零售用者。
5401.10-合成纖維絲製
5401.20-再生纖維絲製
本節包括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4)部分所述的人造纖維長絲製之縫紉線。
但不包括撚線等在內（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2)部分）（第 56.07 節）。
本節之縫紉線不論是否供零售用或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部分所述之加工者均屬之。
本節亦不包括單股紗及單絲，即使係供製縫紉線亦然（如第 54.02、54.03、54.04 或 54.05 節）。

54.02-合成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包括支數未達 67 分德士（60.3 丹尼）之合成纖維單絲，
非供零售者。
-高強力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紗，不論是否經過加工：
5402.11--芳香族聚醯胺製
5402.19--其他
5402.20-高強力聚酯紗，不論是否經過加工
-加工絲：
5402.3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每單股紗支數不超過 50 德士（即 450 丹尼）者
5402.32--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每單股紗支數超過 50 德士（即 450 丹尼）者
5402.33--聚酯製
5402.34--聚丙烯製
5402.39--其他
-其他未加撚或撚度每公尺不超過 50 撚之單股紗：
5402.44--彈性者
5402.45--其他，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46--其他，聚酯製，半延伸者
5402.47--其他，聚酯製
5402.48--其他，聚丙烯製
5402.49--其他
-其他撚度每公尺超過 50 撚之單股絲紗：
5402.5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52--聚酯製
5402.53 -- 聚丙烯製
5402.59--其他
-其他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5402.6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62--聚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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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2.63 -- 聚丙烯製
5402.69--其他
本節含蓋合成纖維長絲製之絲線（縫紉線除外），包括：
（1）單絲：67 分德士以下者。
（2）複絲：由許多單絲（２至數百條）於脫出紡絲噴嘴時便集合一起而成的，這些紗線已或未加撚（單股、合
股或粗股）。包括：
（i）由平衡繅絲而未加撚所產生的無撚度單股紗，非屬第五十五章之纖維絲束亦包括在內。
（ii）於脫出紡絲噴口時即加撚或於後續加撚加工中形成的有撚度單股紗。
（iii）由結合單股紗所製成的合股或粗股紗，包括得自於第 54.04 節之單絲製成者（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
(I)(B)(1)部分）。
以上之紗線並不包括構成第 56.07 節撚線者以及第 54.06 節供零售之紗線（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2)及（3）
部分）。
除了製成非供零售之常見形狀紗線外，本節中某些紗線也可製作成為無內部支撐物者（如絲餅等）。
除了已經敘述過之除外項目外，本節尚不包括：
（a）第 54.04 節之合成纖維單絲、合成紡織材料之扁條及其類似品。
（b）第 55.01 節之合成纖維絲束長度超過２公尺者。
（c）第 55.03 節之合成纖維絲束長度不超過２公尺者。
（d）第 55.06 節之毛條狀人造纖維（已拉斷的絲束）。
（e）攙金屬紗線，包括本節紗線與金屬線依任一比例結合者或以金屬覆蓋者（第 56.05 節）。
。
。。

目註解：
第 5402.31 至 5402.39 目
加工絲係指絲或紗線經機械或物理加工（例如：加撚、解撚、假撚、壓縮、起縐、熱定型或結合數種加工程
序），其結果導致個別纖維變得鬈曲、縐縮、圈毛等等。這些扭變外型可以加力使部分或全部拉直，一旦鬆脫時
則恢復原狀。
加工絲具有很高的蓬鬆性或伸縮性，其中伸縮特性使其適用於製作伸縮性衣物（例如緊身衣、襪子、內衣），
高蓬鬆性則使織物具有觸覺上的柔軟和保溫感。
加工絲和未經加工的原絲（Flat filament）之區別在於加工絲上具有特殊撚度，小圈毛及紗內各細絲間之順向
平行排列減少等特性。

第 5402.46 目
本目含蓋半延伸絲，這些絲通常以扁平狀存在，不能直接用於織品之製造，而需先經拉伸或拉伸締捲同時完
成的工程。這類絲通常被稱為"POY"。

54.03-再生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包括支數未達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之再生纖維單絲
，非供零售用者，包括 6.7 德士以下之再生纖維單絲。
5403.10-高強力黏液螺縈絲
-其他單股紗：
5403.31--黏液螺縈製未加撚或撚度每公尺不超過 120 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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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3.32--黏液螺縈製撚度每公尺超過 120 撚者
5403.33--醋酸纖維製
5403.39--其他
-其他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5403.41--黏液螺縈製
5403.42--醋酸纖維製
5403.49--其他
第 54.02 節之註解仍援用於本節之產品。

54.04-合成纖維單絲，支數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及以上，其橫斷面不超過１公釐者；合
成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似品（例如人造草），其寬度不超過５公釐者。
-單絲：
5404.11--彈性者
5404.12--其他，聚丙烯製
5404.19--其他
5404.90-其他
本節包含：
（1）合成纖維單絲：這些單絲從被射出即已為單絲，歸類於此者僅以其支數 67 分德士及以上，且任一處橫斷面
未逾１公釐者為範圍。本節之單絲可能為任何形狀的橫斷面結構，而且不僅以擠壓方式形成，亦可以疊層
或熔融方式形成。
（2）合成纖維紡織材料製之扁條和類似品。本節之扁條呈扁平狀，其寬度不超過５公釐，可直接擠壓成形或由
較寬的扁條、薄片切割成形。
本節尚包括表面寬度（即摺疊、扁平、壓縮或加撚狀態）不超過５公釐之下列產品：
(i)沿著長度摺疊之扁條。
(ii)扁平管，無論是否沿著長度摺疊。
(iii)扁條及以上(i)及(ii)所述之產品，經壓縮或加撚者。
假如寬度（或表面寬度）並非恆等，其分類則參考平均寬度而決定之。
本節亦包括多股（合股）或粗股扁條及其類似品。
所有這些產品均具相當長度，然即使將之切斷以縮短其長度且無論是否供零售者，仍維持其分類。它
們係依據其不同的特性而使用於毛刷、運動球拍、釣魚線、外科縫合線、家具套布、帶、女帽、飾帶等之
加工製造。
本節不包括：
（a）已消毒合成纖維單絲（第 30.06 節）。
（b）橫斷面逾１公釐的合成纖維單絲，或其表面寬度（即摺疊、扁平、壓縮或加撚後寬度）逾５公釐的扁條及
扁平管（包括沿長度摺疊之扁條及扁平管），不論是否壓縮或加撚（例如人造草）（第三十九章）。
（c）第 54.02 節之合成纖維單絲，其支數在 67 分德士以下者。
（d）第五十六章之扁條和其類似品。
（e）合成纖維單絲附釣鉤或其他方式製成之釣魚線（第 95.07 節）。
（f）帶有蝶結和絲簇供製刷子用（第 96.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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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5-再生纖維單絲，其支數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及以上，其橫斷面不超過１公釐者；
再生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似品（例如人造草），其寬度不超過５公釐者。
第 54.04 節之註解仍援用於本節之產品。

54.06-人造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供零售用者。
本節含蓋人造纖維絲紗（縫紉線除外），供零售用，即符合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3)部分所述者。

54.07-合成纖維絲紗梭織物，包括以第 54.04 節材料製成之梭織物。
5407.10-高強力尼龍或其他聚醯胺或聚酯紗製之梭織物
5407.20-扁條或類似物之梭織物
5407.30-第十一類類註九之織物
-其他梭織物，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407.4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7.42--染色者
5407.43--異色紗織成者
5407.44--印花者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加工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407.5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7.52--染色者
5407.53--異色紗織成者
5407.54--印花者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407.61--含聚酯非加工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407.69--其他
-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407.7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7.72--染色者
5407.73--異色紗織成者
5407.74--印花者
-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成之其他梭織物，含合成纖維絲重量未達 85％者：
5407.8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7.82--染色者
5407.83--異色紗織成者
5407.84--印花者
-其他梭織物：
5407.9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7.92--染色者
5407.93--異色紗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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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7.94--印花者
本節含蓋由合成纖維紗線，或第 54.04 節之單絲或扁條絲所製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所
述者）；包括婦孺衣料、襯裡布、窗簾布、家具織物、蓬帳帆布、降落傘等等，種類極多。
本節並不包括：
（a）醫療用繃帶或供零售者（第 30.05 節）。
（b）任一橫斷面逾１公釐之合成纖維單絲，或表面寬度逾５公釐之扁條絲或類似的合成纖維紡織原料所製成的
梭織物（第 46.01 節）。
（c）棉狀合成纖維所製成之梭織物（第 55.12 至 55.15 節）。
（d）第 59.02 節之輪胎簾布。
（e）第 59.11 節供工業用途的梭織物。

54.08-再生纖維絲紗梭織物，包括以第 54.05 節材料製成之梭織物。
5408.10-高強力黏液螺縈紗梭織物
-含再生纖維絲、扁條或類似品重量在 85％及以上之其他梭織物：
5408.2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8.22--染色者
5408.23--異色紗織成者
5408.24--印花者
-其他梭織物：
5408.31--未漂白或漂白者
5408.32--染色者
5408.33--異色紗織成者
5408.34--印花者
本節涵蓋由人造纖維紗線，或第 54.05 節之單絲或扁條絲所製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所
述者）；包括婦孺衣料、襯裡布、窗簾布、家具織物、蓬帳帆布、降落傘等等，種類極多。
本節並不包括：
（a）醫療用繃帶或供零售者（第 30.05 節）。
（b）任一橫斷面逾１公釐之再生纖維單絲，或表面寬度逾５公釐之扁條絲或類似的再生紡織材料所製成的梭織
物（第 46.01 節）。
（c）再生纖維棉之梭織物（第 55.16 節）。
（d）第 59.02 節之輪胎簾布。
（e）第 59.11 節供工業用途的梭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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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人造纖維棉

章註：
1.─第 55.01 節及 55.02 節僅適用於長短與束相同尺寸一致之平行絲所製，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人造纖維絲束：
（a）絲束長度超過２公尺；
（b）撚度每公尺小於五撚者；
（c）每根長纖單絲之支數小於 67 分德士（decitex）；
（d）所稱合成纖維長纖絲束僅指：該絲束必須經延伸處理者，即其長度不能被延伸超過其本身長度的百分之
一百者；
（e）長纖絲束總支數超過 20,000 分德士（decitex）。
長纖絲束之長度，不超過兩公尺者歸屬第 55.03 或 55.04 節。

總

則

閱讀本章註解時，須參照第十一類的註解總則。
本章包括第五十四章註解總則所述之棉狀人纖（斷絲）或特定之絲束；亦包括此類纖維或經加工至紗及梭織
物間之歸類於第十一類類註２人造纖維棉所製成之混合紡織品。
人造纖維棉通常經由噴絲頭中的幾千個小孔射出；很多噴絲頭所生產出的無數單絲集合起來就成為絲束，這
些絲束可立即或經過各種處理工程（洗滌、漂白、染色等）後，經延伸再切斷成短纖維，通常這些纖維的長度被
切成 25 到 180 毫米之間，決定長短之因素依據人纖種類不同，供製紗支規格種類之不同，以及與其它纖維混紡時，
其他纖維之性質不同等而定。
絲狀或棉狀人纖廢料（包括下腳、廢紗和布類之回收纖維）也被包括在本章內。
本章不包括：
（a）56.01 節中的紡織纖維其長度不超過５毫米者。
（b）第 25.24 節的石棉，第 68.12 或 68.13 節的石棉製品及其他產品。
（c）第 68.15 節的碳纖維和碳纖維製品。
（d）第 70.19 節的玻璃纖維和玻璃纖維製品。

55.01-合成纖維絲束。
5501.1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501.20-聚酯製
5501.30-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製
5501.40-聚丙烯製
5501.90-其他
本節包括如本章註解總則所述方法製造之合成纖維絲束，且符合下列規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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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絲束長度必須超過２公尺。
（B）絲束必須未加撚或撚度每公尺少於５撚者。
（C）每根長纖絲之支數小於 67 分德士。
（D）該絲束必須已延伸處理過，其長度不能超過其本身長度 100％者。
（E）絲束總支數必須超過 20,000 分德士（即 18,000 丹尼以上）。
（D）項之要求係為確定絲束已於穩定狀態，可立即轉變成棉狀纖維，被擠出的合成長纖絲順向度不足，
必須再經延伸使分子鏈順向化，以賦予纖維所需之特性，已延伸之絲束仍具有彈性，但當它被伸長於本身
長度的 100％之前時早已斷裂。相反地，未延伸的絲束能被拉伸三倍（300％）到四倍於它本身的長度才斷
裂。
本節的絲束一般均經由下述方式以製造合成纖維棉紗：
（1）切成纖維棉，再經與生產棉、羊毛產品類似之過程，製成棉條、粗紗、紗支。
（2）經由「纖維束製條法」製成毛條（參考第 55.06 節的註解），再製成紗支。
本節不包括：
（a）合纖絲束雖符合上述（A）（B）（C）的條件，然其總支數不超過 20,000 分德士者，或未經延伸之長纖絲
束不論其支數為若干。（第 54.02 節）。
（b）合纖絲束（每根長纖絲之支數等於或大於 67 分德士）未撚或撚度未超過每公尺５撚者，不論是否經過延伸
且不論其總支數為若干（單根絲之橫切面尺寸未超過一毫米者列入第 54.04 節，否則列入第三十九章）。
（c）合成纖維絲束雖符合上述（B）及（C）之條件，但其長度不超過２公尺者，不論是否經過延伸且不論其總
支數為若干。（第 55.03）。

55.02-再生纖維絲束。
5502.10-醋酸纖維素製
5502.90-其他
除本章章註 1（d）外，第 55.01 節的註解亦適用於本節產品。

55.03-未初梳、未精梳或未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維棉。
-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503.11--芳香族聚醯胺製
5503.19--其他
5503.20-聚酯製
5503.30-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製
5503.40-聚丙烯製
5503.90-其他
本節所指之纖維係按本章註解總則所述之方法製造。
合成纖維棉通常被加壓成包。纖維長通常有均一之長度，這一點與第 55.05 節的廢料有所區別。
本節亦包含長度不超過２公尺且每根長纖絲支數小於 67 分德士的合成纖絲束，長度超過２公尺之合成纖維
絲束不包括在內（第 54.02 或 55.01 節）。
供紡紗用已受初梳、精梳，或其他工程處理過之合成纖維棉亦除外（第 55.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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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4-未初梳、未精梳或未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再生纖維棉。
5504.10-黏液嫘縈製
5504.90-其他
第 55.03 節的註解也適用於本節的產品。

55.05-人造纖維廢料（包括下腳、廢料及經拉鬆處理之回收纖維）。
5505.10-合成纖維製
5505.20-再生纖維製
本節包括人造纖維廢料（長纖絲和短纖棉，參閱第五十四章的註解總則）並包含：
（1）纖維廢料（軟廢料），諸如在絲之成形及加工過程中所得較長的絲而列為廢料者；短纖維棉則在初梳、精
梳和其他紡紗前處理過程中所得而列為廢料者（如下腳、或破卷、斷棉條及斷粗紗）。
（2）廢紗（硬廢料），即由精紡、撚線、搖紗、梭織、針織等過程中所得到而列為廢料之斷裂、打結或糾結之
紗線。
（3）已拉鬆之布類回收纖維，即由撕裂碎布、紗線使其再成為原組成之纖維。
上述廢料無論是否漂白或染色，如係未經初梳、精梳或另行處理以供紡紗者均屬本節。
本節不包括：
（a）填塞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b）已經初梳、精梳或另行處理以供紡紗之纖維廢料（第 55.06 或 55.07 節）。
（c）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第 56.01 節）。
（d）新舊破布。

55.06-已初梳、已精梳或已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維棉。
5506.1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506.20-聚酯製
5506.30-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製
5506.40 - 聚丙烯製
5506.90-其他
本節包括已初梳，精梳或另行處理以供紡紗用之合成纖維棉（包括合成纖維棉或長絲廢料）。
在初梳工程，棉狀纖維及廢纖維經過機器使其成約略平行排列狀產出寬網或棉層狀，然後凝縮成棉條（疏鬆
而未經加撚之纖維束）。
在精梳工程，將已梳理之棉條經機械進一步處理，使其幾乎完全平行，若為廢料，則除去其短纖維（精梳下
腳）精梳棉經常被繞成圈或球狀（毛條）。
毛條亦可直接由纖維束經「纖維束製條法」製成，纖維束經過一可拉斷或切斷而不紊亂纖維之連續性或平行
排列的裝置，例如使纖維絲束經過運轉速度不同之滾軸，藉纖維在滾軸間所產生之張力將纖維拉斷；或使纖維結
束經過齒狀之滾軸，藉壓力將纖維壓斷；或以切刀將纖維束斜向切斷。纖維絲束經過上述機械裝置處理後即被拉
伸成棉條。此一製程可免除將纖維絲束切成短纖維並省略初梳或初梳與精梳工程。
棉條，不論係經初梳工程、精梳工程，或「纖維束製條法」製成者，均經延伸成粗紗，稍具撚度之平行纖維
細條，再經一道過程即可紡成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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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填塞料（第 30.05 或 56.01 節）。

55.07-已初梳、已精梳或另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再生纖維棉。
第 55.06 節之註解亦適用於本節所包括之產品。

55.08-不論是否供零售用之人造纖維棉製之縫紉線。
5508.10-合成纖維棉製
5508.20-再生纖維棉製
本節包括型態和條件都符合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4)部分之縫紉線。
然而，若此種線符合撚線等之定義（參閱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2)部分)，則不包括在內(第 56.07 節)。
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部分所述，不論是否供零售或加工處理者，仍屬於本節。

55.09-非供零售用之合成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含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09.11--單股紗
5509.12--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含聚酯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09.21--單股紗
5509.22--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含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09.31--單股紗
5509.32--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其他紗，含合成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09.41--單股紗
5509.42--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其他聚酯纖維棉紗：
5509.51--主要或單獨與再生纖維棉混製者
5509.52--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09.53--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之聚酯纖維棉紗
5509.59--其他
-其他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紗：
5509.61--主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09.62--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者
5509.69--其他
-其他合成纖維棉紗：
5509.91--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09.92--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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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9.99--其他
本節包括由第 55.06 節之合成纖維棉所紡得之合成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不論為單股或多股（合股）。
然而，合成纖維棉紗如供零售用（第 55.11 節）或符合撚線、繩索等定義者（第 56.07 節）（參閱第十一類註
解總則(I)(B)(2)及(3)部分）除外。
本節包括經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1)部分所述之加工方式製成之合成纖維棉紗。

55.10-非供零售用之再生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含再生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10.11--單股紗
5510.12--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
5510.20-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之其他紗
5510.30-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之其他紗
5510.90-其他
第 55.09 節之註解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55.11-供零售用之人造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
5511.10-合成纖維棉製，含合成纖維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11.20-合成纖維棉製，含合成纖維重量未達 85％者
5511.30-再生纖維棉製
本節包括供零售用人造纖維棉紗（縫紉線除外），即符合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B)(3)部分所述之形狀與條件。

55.12-含合成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之梭織物。
-含聚酯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12.1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2.19--其他
-含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12.2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2.29--其他
-其他：
5512.9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2.99--其他
本節包含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所界定者），含合成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此類織物
包括各式各樣衣料、窗簾布或其他家具裝飾用織物，和桌布、毛毯、毛巾等的原料。
繃帶，醫用織物或供零售用者除外（第 30.05 節）。

55.13-合成纖維棉梭織物，含合成纖維重量未達 85％，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者，每平方公尺
重量不超過 17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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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3.1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3.12--聚酯纖維棉製，三枚或四枚斜紋者，包括破斜紋者
5513.13--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3.19--其他梭織物
-染色者：
5513.2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3.23--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3.29--其他梭織物
-異色紗織成者：
5513.3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3.39--其他梭織物
-印花者：
5513.41--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3.49--其他梭織物
本節包含如註解總則(I)(C)部分所定義之梭織物。且包括被列為第十一類類註２由合成纖維棉製成之織物（亦
可參閱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A)部分）且符合下述條件者：
（a）含合成纖維棉重量在 85％以下。
（b）主要或單獨與棉混製者。
（c）重量不超過 170g/㎡。
繃帶，醫用織物或供零售者除外（第 30.05 節）。

55.14-合成纖維棉梭織物，含合成纖維棉重量未達 85％，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每平方公尺
重量超過 170 公克者。
-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4.1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4.12--聚酯纖維棉製，三枚或四枚斜紋者，包括破斜紋者
5514.19--其他合成纖維梭織物
-染色者：
5514.2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4.22--聚酯纖維棉製，三枚或四枚斜紋者，包括破斜紋者
5514.23--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4.29--其他梭織物
5514.30-異色紗織成者
-印花者：
5514.41--聚酯纖維棉製，平紋梭織者
5514.42--聚酯纖維棉製，三枚或四枚斜紋者，包括破斜紋者
5514.43--其他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4.49--其他梭織物
第 55.13 節之註解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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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5-其他合成纖維棉梭織物。
-聚酯纖維棉梭織物：
5515.11--主要或單獨與黏液螺縈纖維棉混製者
5515.12--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515.13--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15.19--其他
-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烯腈纖維棉製：
5515.21--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515.22--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15.29--其他
-其他梭織物：
5515.91--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515.99--其他
本節包括由合成纖維棉紗織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所定義者）。但必須注意的是，它只
包括第十一類類註２所規定的混合梭織物，本章前面節，或本類第二部分所包含的規格與項目除外（通常是第五
十八或五十九章）。
繃帶，醫用織物或供零售者除外（第 30.05 節）。

55.16-再生纖維棉梭織物。
-含再生纖維棉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5516.1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6.12--染色者
5516.13--異色紗織成者
5516.14--印花者
-含再生纖維棉重量未達 85％，主要或單獨與人造纖維絲混製者：
5516.2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6.22--染色者
5516.23--異色紗織成者
5516.24--印花者
-含再生纖維棉重量未達 85％，主要或單獨與羊毛或動物細毛混製者：
5516.3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6.32--染色者
5516.33--異色紗織成者
5516.34--印花者
-含再生纖維棉重量未達 85％，主要或單獨與棉花混製者：
5516.4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6.42--染色者
5516.43--異色紗織成者
─ 835 ─

Ch.55
5516.44--印花者
-其他：
5516.91--未漂白或漂白者
5516.92--染色者
5516.93--異色紗織成者
5516.94--印花者
本節包含由再生纖維棉紗所織成的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I)(C)部分所界定者）。此類織物包括各式各
樣衣料、窗簾布或其他家具裝飾用織物，和桌布、毛毯、毛巾等的原料。
繃帶，醫用織物或供零售用者除外（第 30.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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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經浸漬、塗佈或被覆物質或調製品（例如第三十三章之香料或化粧品，第
34.01 節之肥皂或清潔劑，第 34.05 節之亮光劑、油脂或類似調製品，第 38.09 節之紡織物柔軟劑），此
時紡織材料專作為載媒劑；
（b）第 58.11 節之紡織產品；
（c）以氈呢或不織布為底，附著有天然或人造研磨粉、粒者（第 68.05 節）；
（d）以氈呢或不織布為底，附著有凝集或加工雲母者（第 68.14 節）；
（e）以氈呢或不織布為底，附著有金屬薄膜者（通常為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或。
（f）第 96.19 節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2.－所稱「氈呢」包括針扎氈呢及由紡織纖維形成之網狀織物由構成該網之纖維經縫合過程使其強化之織物。
3.─第 56.02 及 56.03 節分別包括氈呢及不織布以橡膠或塑膠質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且不論其塑膠及橡膠物
質之性質為何（堅實或發泡）。
第 56.03 節亦包括以塑膠或橡膠形成結合物之不織布。
但第 56.02 及 56.03 節不包括：
（a）用塑膠或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其紡織物的重量比例在 50％及以下或氈呢完全嵌入塑膠
或橡膠中者（第三十九章或四十章）；
（b）不織布，不論是否完全嵌於塑膠或橡膠中，或完全以此物塗佈、被覆於其兩面者，塗佈或被覆能以肉眼
看到，至於顏色是否改變可不予考慮（第三十九或四十章）；或
（c）以氈呢或不織布結合之發泡橡膠或塑膠之板、片、條，其紡織物的出現祇是補強而已（第三十九或四十
章）。
4.─第 56.04 節不包括第 54.04 或 54.05 節之紡織紗、或扁條或類似物，此等物品之浸漬、塗佈或被覆無法用肉眼
看出（通常歸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採用此規定時，應不考慮因此而導致之顏色改變。

總

則

本章包含很多具有特質的紡織品，如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繩索及某些其製品。

56.01-紡織材料填充料及其製品；長度不超過五公釐之紡織纖維、紡織纖維屑及小絨球。
-紡織材料填充料及其製品：
5601.21--棉製
5601.22--人造纖維製
5601.2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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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1.30-紡織纖維微屑及小絨球
（A）紡織纖維料填充料及其製品
此處之填充用材料係以數層梳棉式或氣流式所舖之網一層層堆疊而製成，然後加壓以增加纖維的結合力。填
充用材料有時用輕微針軋以增強纖維的結合力，在某些情況下，將此層狀填充材料固著於梭織物或其他紡織物的
支撐物上。
填充用材料被作成柔曲、海棉狀、高蓬鬆狀之薄片或厚片狀，片狀內的纖維很容易被分離。通常以棉纖維製
成（脫脂棉或其他棉胎）或再生短纖維製成。低級填充料係以梳棉下腳或回絲，破布等回收再生棉所製成，這種
低級填充料通常會存有一定比例的棉結或廢紗。
填充用材料不論已否漂白、染色或印花者均歸入本節內。本節亦包括散佈少量凝結物質於填充料上以增強表
面纖維結合力的填充用材料；此填充用材料與不織布相反之處為其內層纖維極易被分離。
但必須注意的是以凝結物質處理的填充用材料，以凝結物質滲入內層者則歸入第 56.03 節的不織布，不論此
內層纖維是否易於分離。
填充用材料經輕微針軋以固定於一層內部或外部為紡織支持物上者，及以紙、紡織或其他材料被覆於填充用
材料之一面或兩面者（縫合或膠合），如其基本特性仍為填充用材料，而不屬於第 58.11 節之物品者，均歸入本
節內。
填充用材料大量用作襯墊（如製成墊肩、衣服的夾層、珠寶盒的襯墊等，室內裝飾坐褥襯墊及熨燙機襯墊），
包裝材料，或作為衛生材料用途。
本節也包括成幅或裁成定長之填充用材料及其製品，但已明確地規定歸入其他節別內者除外（見以下除外
者）。
本節之填充用材料製成品包括：
（1）窗、門或類似擋風裝置，以成捲之填充材料所組成，而以紗線成螺旋形被覆者，但完全以紡織物被覆者除
外（第 63.07 節）。
（2）裝飾用之填充料製品，但不包括具有第九十五章製品之特性者。
不包括在本節內之填充料製品：
（a）填充料或其製品，以藥物浸漬或塗佈或製成零售用之包裝供醫藥、外科、牙科或獸醫用者（第 30.05 節）。
（b）填充用材料，經飽和浸漬、塗佈或被覆某些物質或調製品（例如香料或化粧品（第三十三章），肥皂或清
潔劑（第 34.01 節）、亮光劑、油脂或類似調製品（第 34.05 節），織物軟化劑（第 38.09 節），在這裡紡織
物的功能僅為中介媒體用。
（c）纖維素填充料及其製品（一般在第四十八章）。
（d）美容師用經初梳處理之棉條（如理髮師用填充料）（第 52.03 節）。
（e）成幅被褥紡織品，由一層或多層紡織物和填充料以縫合或其他方式組合而成，但不包括第 58.10 節的刺繡品
（第 58.11 節）。
（f）衣服襯墊（第 61.17 或 62.17 節）。
（g）人造花、枝葉或果實及其零件（第 67.02 節）。
（h）第 67.04 節的舞台用假髮、假鬚及其他製品。
（ij）第九十五章的慶典、狂歡節或其他的遊戲用品，聖誕樹裝飾及其他製品（如洋娃娃的假髮）。
（k）第 96.19 節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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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長度不超過５公厘的紡織纖維（微屑）及紡織粉末
「紡織微屑」為長度不超過５公厘的紡織纖維所成（蠶絲、羊毛、棉、人造纖維等）。其來源為織物經各種
處理時所產生之廢料，特別是絲絨剪毛時。也有從裁剪紡織絲束或短纖維時產生。紡織粉末，由廢料而得或將紡
織纖維磨成粉末而得。經漂白或染色，或纖維經人工捲曲之紡織微屑及粉末仍歸入本節內。
此種產品用途廣泛（如：和其他纖維混合而紡成紗線，以製作仿麂皮，作被覆或裝飾壁紙，作為面粉及「化
粧品」之基底）。
但已加香料之紡織微屑及粉末則不包括在內（第 33.07 節）
本節之微屑不可和以舊碎布料製成而用為床墊、襯墊等填充料的微屑相混用，這些微屑已歸入於第五十至五
十五章「廢料」專用之節內。

（C）小絨球
小絨球由蠶絲、羊毛、棉、人造短纖維製成，呈小而尺寸均勻的球體（有時略可延長），通常將纖維在兩圓
盤間滾軋而成。得為漂白或染色，並用以製造花式紗線和仿手織紗。

56.02-氈呢，不論是否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5602.10-針織製氈及針縫纖維製之織物
-其他未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氈呢：
5602.21--羊毛或細動物毛製
5602.29--其他紡織材料製
5602.90-其他
氈呢通常以數層紡織纖維（一般為梳棉機梳理或氣流舖網所製成之棉卷）相互疊合而得；然後給予潤濕（一
般用蒸汽或熱肥皂水），並施以重壓及摩擦或拍打之動作，而使纖維相互交鎖生產出厚度均勻的片狀物，較填充
料更為堅實更難以拉開，且和氈織物絕對不同（一般歸入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氈呢通常以羊毛或其他動物毛製
成，或以此類纖維和其他天然纖維（如植物纖維、馬毛）或人造纖維混合而。氈呢用以製成衣服、帽子、鞋子、
鞋底、琴、室內裝飾品、花式製品等，供各種技術上之用途，如隔熱或隔音材料等。
本節也包括，由下列二者之一製成之針軋氈呢：
（1）用鋸齒形之針，軋於無紡織物為底由短纖維（天然或人造）所製成之棉網或薄片狀上。
（2）針軋棉網或片狀纖維於紡織物或其他紡織材料為基底上，最後使基底大致被纖維所遮蓋。
由於針軋技術的應用，使非氈性植物纖維（如黃麻）或人造纖維，也能夠被製成氈呢。
短纖維之針軋網其針軋過程如做為補充其他結合方式者，以及針軋長纖維底網，則視為不織布（第 56.03 節）。
本節也包括縫錠結合織物，其本質乃係由紡織纖維形成之棉網中挑起纖維經針縫結合而得強化的織物，非使
用紗線縫結，此網上的纖維被針拉伸穿過纖維網，而在表面形成成排鎖鏈縫針跡。部分這種織物表面可能會有絨
毛（不論是否經剪切）也有可能加上紡織物或其他材質為基底以為補強之用。縫錠結合針織過程詳如第六十章之
註解總則。
除了已明確歸入其他各章節外，本節包括成幅或從較大尺寸裁成定長或簡單裁成長方形（含正方形）而不須
再加工之氈呢（例如擦拭巾或毛毯），不論是否經摺疊或打包（例如，供零售用）。
氈呢得為染色、印花、飽和浸漬、塗佈、覆被、黏合或補強（如用紡織紗線或金屬線）。如其基本性質仍為
氈呢者，亦可單面或兩面以紙、硬紙板、紡織物等予以被覆（縫合或膠合）。
然而，本節不包括列於第三十九或四十章的下列產品：
（a）以塑膠或橡膠飽和浸漬、塗佈或被覆或黏合的氈呢，其紡織物質的重量比例在 50％及以下者，或氈呢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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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於塑膠或橡膠中者。
（b）以氈呢併合之發泡塑膠或發泡橡膠板、薄片或扁條，其紡織材料之作用僅為補強用者（見第三十九章註解
總則分標題 "塑膠和紡織品之組合" 以及第 40.08 節註解（A）項）。
本節包括經由正常氈合方法製成後，再用焦油或類似物質浸漬製成的油毛氈。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氈呢，經飽和浸漬、塗佈或被覆某些物質或調製品（例如第三十三章的香料或化粧品，第 34.01 節的肥皂或
清潔劑，第 34.05 節的亮光劑、油脂或類似調製品，第 38.09 節的織物軟化劑），在此紡織物的作用僅為中
介媒體。
（b）鞍座布及襯墊（第 42.01 節）。
（c）第五十七章的氈呢地毯及其他地板覆地物。
（d）第 58.02 節的簇絨氈呢。
（e）成幅、狹長條或花紋圖案之刺繡氈呢（第 58.10 節）。
（f）成幅被褥紡織品，由一層或多層紡織物和襯墊物經縫合或其他結合方式組合而成，但不包括第 58.10 節的刺
繡品（第 58.11 節）。
（g）塗佈或被覆於氈呢之底面而成的覆地物，不論是否被切割成形（第 59.04 節）。
（h）第 59.11 節以橡膠、皮革或其他材料塗佈、被覆或黏合成的氈呢，適用於製成梳棉機針布，及用於其他工業
用途之其他類似織物。
（ij）氈呢被覆以研磨粉或粒（第 68.05 節），或被覆以凝結雲母再組雲母（第 68.14 節）。
（k）以數層紡織纖維製成之建築用板，完全被瀝青或類似材料封蓋者（第 68.07 節）。
（l）氈呢底面附著有金屬薄膜者（一般屬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

56.03-不織布，不論是否經飽和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
-人造纖維絲製：
5603.11--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5 公克者
5603.12--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25 公克但不超過 70 公克者
5603.13--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70 公克但不超過 150 公克者
5603.14--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者
-其他：
5603.91--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25 公克者
5603.92--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25 公克但不超過 70 公克者
5603.93--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70 公克但不超過 150 公克者
5603.94--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 公克者
不織布是由主要為已延伸過具有方向性或亂向的紡織纖維所製成之棉網或薄片經結合而成，這些纖維得為天
然或再生者。其形態為短纖維（天然或人造纖維）或人造長纖（絲）或以原絲狀直接成型。
不織布可由各種方法生產，其生產可明確地劃分為三個階段：纖維網成形，黏合及後處理。
Ⅰ、纖維網成形
有四種基本方法存在：
（a）梳棉或氣流舖網以製成薄片。這些纖維得為平行、交叉或任意方向排列（乾式舖網法）。
（b）將擠壓出的長纖絲直接予以順向延伸，經冷卻後直接導入形成纖維網或在濕式法中，使擠壓出的長纖
絲凝結，經洗滌再直接導入形成纖維網（紡絲舖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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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懸垂在水中的分散纖維，使其積存的微粉狀懸濁液經金屬網線後除去水，即形成纖維網（濕式舖網法）。
（d）以各種專門技術，使纖維生產、纖維網成形，而通常黏合亦同時發生（原位法）。
Ⅱ、黏合
纖維網成形後，將纖維網中寬度與厚度方向的各纖維徹頭徹尾地予以結合（連續法），或用點接或補
綴（間斷法）。
黏合可分為三種型式：
（a）化學黏合法，用黏合劑的方法結合纖維。可採用飽和浸漬於溶液或乳膠狀的橡膠、樹膠、澱粉、牛皮
膠或塑膠之黏合劑中，或採用粉末狀的塑膠，用熱處理，或採用溶劑等。「接結纖維」也能被做為化
學黏合用。
（b）熱黏合法，使纖維受熱（或超音波）處理而結合，將纖維網通過烘箱或熱滾筒間（面黏合），或經加
熱浮雕軋壓機（點黏合）。「接結纖維」亦能做為熱黏合用。
（c）機械黏合法，利用物理方法使棉網內的纖維纏結而增強纖維網，可採用高壓空氣或水噴射的方法完成，
也可採用針軋法而非針縫的方式完成。然而被視為不織布的針軋品僅限於：
─長纖絲底之網；
─短纖網，針軋的功能是補充其他黏合方式者。
這些不同的接合方法可經常被併合使用。
Ⅲ、後處理
不織布可為染色、印花、飽和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以紡織物或其他材料薄片被覆於不織布之單
面或兩面者（以膠合、縫合或任何其他方法），只要具有不織布之本質特性者歸入於本節中。
本節所包括者，特別是以橡膠、塑膠或這些混合物之黏合劑塗佈於不織布上而成的膠黏帶。
本節也包括某些「油毛氈」－以焦油或類似材料凝結於紡織纖維上者，及某些產品通稱為「瀝青氈呢」
－仍如以上相同方法製造但摻上少量的軟木碎片而成。
但本節不包括歸屬於第三十九或四十章的下列產品：
（a）不織布，完全被嵌於塑膠或橡膠內，或被此等材料在其兩面完全地塗佈或被覆者，此等塗佈或被覆可被肉眼
看見，其顏色是否改變可不予考慮。
（b） 以不織布併合之發泡塑膠或發泡橡膠板、薄片或扁條，其紡織材料之作用僅為補強用者（見第三十九章註
解總則分標題 "塑膠和紡織品之組合" 以及第 40.08 節註解（A）項）。
*
**

不織布依其製造或黏合方法，短纖棉或長纖絲的密度，及纖維網的層數而有不同的厚度與特性（撓曲性、彈
性、抗撕性、吸收性、穩定性等）。某些不織布和紙，紙板，纖維素填充料、麂皮，或第 56.01 節的填充料等很
類似。這些不織布和紙，硬紙板，纖維素等填充料的區別為紡織纖維在製造過程中不受消化。
最後，構成纖維網或薄片的紡織短纖棉或長纖絲，在厚度與寬度方面各處之結合狀態，亦有助於識別此項織
物和第 56.01 節若干型別的填充料的不同。（第 56.01 節之註解）。
若干不織布與其他織物一樣可以洗滌或扭絞。
除了更明確地歸入其他章節者除外，本節包括成幅、從較大尺寸裁成定長或簡單切成長方形（含正方形）而
不須再加工之不織布，不論是否經摺疊或包裝（例如：供零售用）包括：黏合於塑膠品上之面網（面上之覆蓋物）；
用以製成用後即丟的嬰兒餐巾（紙尿片）或衛生面布；用以製成防護或成衣裏襯；過濾液體或空氣之薄片，作為
填充料、隔音、道路建設或其他土木工程的過濾或分離的薄片；用以製成屋頂用油毛氈的基材，作為簇絨地毯主
要或次要的底層材等；手帕、床巾、桌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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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不織布，經飽和浸漬、塗佈或被覆某些物質或調製品（如香料或化粧品（第三十三章）肥皂或清潔劑（第
34.01 節），亮光劑、油脂或類似調製品（第 34.05 節）），織物軟化劑（第 38.09 節），在此紡織物的作用
僅為中介媒體用。
（c）針軋氈呢（第 56.02 節）。
（d）第五十七章不織布的地毯及其他地板覆蓋物。
（e）第 58.02 節簇絨不織布。
（f）薄而迭克（Bolducs）－僅經線無緯線由膠黏合成之窄條織物（第 58.06 節）。
（g）成幅、扁條或圖案、花紋之刺繡不織布（第 58.10 節）。
（h）成幅被褥紡織品，由一層或多層紡織物和不織布襯墊物縫合或其他方式組合而成，但不包括第 58.10 節的刺
繡品（第 58.11 節）。
（ij）第 59.11 節工業用不織布。
（k）不織布中被覆以研磨粉或粒（第 68.05 節）。或被覆以凝集或重組成之雲母（第 68.14 節）。
（l）以不織布為底附著有金屬薄膜者（一般屬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

56.04-以紡織物被覆處理之橡膠線及繩；紡織紗及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及類似物，經橡膠
或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
5604.10-以紡織物被覆處理之橡膠線及繩
5604.90-其他
（A）以紡織物被覆處理之橡膠線及繩
被覆紡織物者（如用螺旋包芯法、編結法），此類包括橫斷面為任何形狀之橡膠線（單股），及由該橡膠線
製成之橡膠繩（多股）。

（B）紡織紗及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及其類似物，
橡膠或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
本類包括紡織紗及第 54.04 或 54.05 節扁條及其類似物已被橡膠或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如果經浸
漬、塗佈或被覆以紗等的處理，而其飽和浸漬、塗佈或被覆能被肉眼看見，則顏色是否有任何變化，均不予考慮。
浸漬過的紡織紗，包括一般浸漬紗，即將紡織紗的表面予以處理以增進和橡膠的黏合力，以作為後工程如生
產輪胎、機械用帶子或傳動帶，及內胎等物品之加強材用。
包含於此類產品中的有仿貓腸線，係由紡織紗用塑膠重漿整理而成，依其不同特性而有不同的用途可製成運
動用球拍、釣魚線、帶子、編帶、家飾織物、外科縫合線等，及衣服裏襯，係由紡織紗併以套覆塑膠而成。
本節不包括：
（a）平行紡織紗由橡膠凝結而成的織物（第 59.06 節）。
（b）附有釣鉤之仿貓腸線或其他方法製成釣魚線者（第 95.07 節）。

56.05-攙金屬之紗，不論是否為包芯線，即紡織之紗或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或類似物，經
與線形、扁條形或粉末形金屬併合，或以金屬被覆者。
本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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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任何紡織材料（含單絲纖維，扁條及類似物，及紙紗）併以金屬線或條而組成之紗，不論是加撚、併線
之方式或以纏繞於芯紗而成者，也不論金屬所含之比例多寡。包芯線為金屬線或條以螺旋狀纏繞於紡織芯
紗而成，該芯紗不與金屬紗撚合。貴金屬或經電鍍之金屬，經常被使用。
（2）任何紡織材料（含單絲纖維，扁條及類似物，及紙紗）用任何方法被覆金屬之紗。此類包括以電沈積法被
覆金屬之紗，或使其塗佈黏結劑（如明膠）然後噴灑金屬粉末（如鋁或青銅）。
本節也包括以薄金屬膜（一般為鋁）為芯，或以金粉塗佈的塑膠薄膜為芯，藉膠合劑將兩外層的塑膠薄膜黏合而
成夾心之物品。
本節包括多股（合股）紗或粗股紗，含以上所述之多股紗（例如：糕餅店用花式繩索，以上述攙金屬紗２條或多
條加撚在一起而成者）。更包括以相同方法製成及作為類似用途之某些其他形式的紗，其組成係以２條或
多條平行的攙金屬紗或金屬線或扁條結合在一起，及紗或紗束等為芯紗以本節內之紗纏繞所成之包芯紗。
攙金屬紗可被加以包芯，用以製成裝飾物及花邊，及某些紡織物如花式繩索等。
本節不包括：
（a）以紡織材料和金屬纖維混合而成之紗，賦予抗靜電效應者（可能的情況為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b）以金屬線補強之紗（第 56.07 節）。
（c）具有裝飾帶性質的繩索，金銀絲帶或其他製品（第 58.08 節）。
（d）金、銀、銅、鋁或其他金屬的線或扁條（第十四及十五類）。

56.06-螺旋花紗及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及類似物纏繞於紗芯之上者（不包括第 56.05 節之
貨品及馬毛螺旋花紗）；毛絨花紗（包括纖團毛絨花紗）；圈環花紗。
（A）螺旋花紗，及第 54.04 或 54.05 節之扁條及類似物纏繞於紗芯之上者
（第 56.05 節之貨品及馬毛螺旋花紗除外）
此項產品，一般為單紗或多股紡織紗做芯紗，沿其表面以其他紗成螺旋狀纏繞而成者。此包覆紗線大都為完
全覆蓋住芯紗，但在某些情況下螺旋線間則留有空隙；後者在外觀上有些類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的多股（合股）、
粗股紗或包式紗，兩者之區別在螺旋花紗的特性為其芯紗本身不與包覆紗線撚合。
本節之螺旋花紗的芯紗通常為棉、其他植物纖維或人造纖維製，而包覆線則一般較細而有光澤（如絲、絲光
棉或人造纖維）。
以其他材料為芯紗的螺旋花紗並不被排除，只要其產品具有紡織物的本質特性。
螺旋花紗做為裝飾用，且大量用以製成裝飾帶。然而一部分也適於其他用途，如釦眼辮線、刺繡用或捆包用。
本節不包括：
（a）馬毛螺旋花紗（第 51.10 節）。
（b）以紡織物纏繞於橡膠線為芯之包芯紗（第 56.04 節）。
（c）攙金屬包芯紗（第 56.05 節）。
（d）第 58.08 節的紡織產品包覆於棉芯及類似繩索及其他等為芯紗之包芯紗。
（e）金屬線的包芯紗如：
（i）製造帽框用的鐵或鋼絲（女帽金屬線）及製造人造花或髮夾用鐵或鋼絲的柄幹（第 72.17 節）。
（ii）絕緣電線（第 85.44 節）。

（B）毛絨花紗（包括纖團毛絨花紗）
毛絨花紗通常由二股或多股紡織紗加撚在一起，常成垂直狀夾住著紡織紗的斷頭；紗股有時在針織機上形成
並保持毛圈狀。整體而言，毛絨花紗看起來整條線上簇滿毛絨，其通常在特殊織機上直接製成[如環錠撚線機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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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爾（Raschel）針織機]或裁剪特殊紗羅織物而得，在後一製法中，沿著織物的每一組經線的兩邊裁剪後，其經線
（地經及絞經線）作為固定毛絨花紗的支撐線，而緯紗則形成絨毛。
本節也包括將紡織纖團固定於紡織芯紗而成的毛絨花紗。此方法為芯紗先經過膠槽，其後通過一纖團室，紡
織纖團於此處受高壓靜電場的影響下呈輻射狀固定於芯紗上。
毛絨花紗用以製成毛絨花紗織物（第 58.01 節）或各種物品如家具用物品、床上用品、地毯、裝飾織物、服
裝等。

（C）圈環花紗
圈環花紗是一種管狀紗在圓型針織機上製成者，壓平後為 1.5 至２公厘寬。被用以製成緣飾及其他附屬紡織
品，且供傳統具經緯之梭織機生產梭織物之用。

56.07-撚線、繩、索及纜，不論是否經編辮或經橡膠或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者。
-瓊麻及其他龍舌蘭屬（劍麻）纖維製：
5607.21--綁繩或打包線
5607.29--其他
-聚乙烯或聚丙烯製：
5607.41--綁繩或打包線
5607.49--其他
5607.50-其他合成纖維製
5607.90-其他
本節包括撚線、繩、索、纜，以加撚、編辮或編結而成：
（1）撚線、繩、索、纜，非編辮或編結者。
第十一類註解總則之(I)(B)(1)及(2)項（尤其是附表）已說明了單股、多股（合股）或粗股紗在何種情況
下可以視為本節之撚線、繩、索、纜。以金屬線加強之紡織紗、線一律歸入本節，與第 56.05 節之攙金屬紗
不同之處在於其金屬線股通常較粗，且僅作為補強物，而不作任何裝飾用途。
此類也包括用纖維化之扁條製成之撚線、繩、索、纜，該扁條藉加撚已經多少被完全裂解成絲狀長纖。
（2）編辮或編結之撚線、繩、索、纜。
此項物品不論其每公尺之重量為何，在任何情況下均被歸入此處，通常為管狀之辮帶，較第 58.08 節之
辮帶為粗之材料製成。但本節之編辮物品與第 58.08 節者之差別不在於所用紗線之本質上，而在於以下之事
實：即辮得較緊，結構緊密，以便適於作撚線、繩、索及纜之用。此外通常不予染色。
製造撚線、繩、索與纜之最重要纖維為大麻、黃麻、西沙爾麻、棉花、椰子殼之纖維及合成纖維。
紙紗製之撚線、繩、索與纜，僅以金屬編辮或以金屬加強者方歸入此處。
撚線、繩、索與纜係用作捆紮繩，供打包、拖曳、吊重等用。其橫斷面通常為圓形，但若干（如傳動
纜）亦有方形，梯形或三角形斷面者。正常為不漂白者，但亦有染色、浸漬以防鼠齧，以各種色彩之股紗
形成者，或以橡膠或塑膠飽和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
歸入本節之產品，不論已剪成一定長度與否。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歸入第 56.05 節糖果商或花商用之花式繩索。
（b）第 56.06 節的螺旋花紗、毛絨花紗及圈環花紗。
（c）第 56.09 節之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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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 58.08 節的紡織物包覆棉芯及類似繩索及其他等為紗芯的包芯紗。
（e）繩索、編織帶及其類似品，不論是否被塗佈、飽和浸漬或以金屬補強，而用於工業之填塞或潤滑材料。（第
59.11 節）。
（f）第 63.10 節的廢撚線、繩索、纜線。
（g）塗有摩擦料的撚線、繩索等（第 68.05 節）。
（h）體育用品（第 95.06 節）

目註解
第 5607.21 目
本目包括具有 "Z" 撚方式將瓊麻或其他紡織用龍舌蘭屬（劍蘭）纖維紡製之單股撚線，其最小燃破斷力應按
下列公式計算：
17,400
n

R=

－18

（Ｒ代表撚線破壞力，單位為十牛頓（daN）；n 代表每公斤撚線之公尺數）。
例如，150 撚線數（每公斤 150 公尺）其最小撚線破壞力為 98daN，200 號撚線數（每公斤 200 公尺）為 69daN
及 300 號撚線（每公斤 300 公尺）為 40daN。

第 5607.41 目
本目包括用"Z"燃方式將聚乙烯或聚丙烯纖維紡製之單股撚線，已作抗日光侵蝕處理並符合下列要求：
（a）最小撚線破斷力應按以下公式計算：
R=

32,400
n
n

（Ｒ代表撚線破壞力，單位以十牛頓（daN）；n 代表每公斤撚線之公尺數）。
（b）平均最小打結破斷力應按以下公式計算：
Ｒ'＝0.58Ｒ
（Ｒ'代表平均打結破斷力，單位為 daN）
例如：330 號撚線（每公斤 330 公尺）的最小燃線破斷力為 98daN，平均打結破斷力為 57daN。

56.08-撚線、繩或索製之結織網；紡織材料製之漁網及其他網類。
-人造紡織材料製：
5608.11--魚網
5608.19--其他
5608.90-其他
（1）撚線、繩或索製之結織網
此類產品為簡單的成幅網，即以手工或機器製成的開孔網結紮織物。其不同於使用第 56.07 節的撚線、
繩、索而製成之第 58.04 節的網狀織物。
（2）紡織材料製之成品漁網及其他成品網類
為了與上述（1）段之產品有所區分，本類之成品可以由紗製成，而開孔網之孔網可以由結紮法或其他
方法製得。
成品網有直接製成所要形狀的網或以數張網結合而成者。此網不論是否已準備使用。握把、環、錘、
浮標、繩索或其他附屬品的出現均不影響此類貨品的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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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成品網限於不包含於本商品標準分類其他節別者。本節包括漁網、偽裝網、劇場佈景用網、安
全網、網製購物袋及類似攜帶用網（如網球或足球用網）、吊床、氣球或飛船用網、防昆蟲用之保護網等。
本節之產品縱經飽和浸漬者仍保留於此處（如抗候、抗水等以求保存）。
本節不包括：
（a）針織或鉤針織製成的成幅網料（第 60.02 至 60.06 節）。
（b）髮網（第 65.05 節）。
（c）第九十五章的運動用網（如球門網及網球網），撈魚手網及其他網。

56.09-未列名之以紗，及第 54.04，54.05 節扁條或類似品，及以撚線、繩、索或纜製成之物品。
本節包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的紗製品，第 54.04，54.05 節扁條或類似紗製成之物品，及第 56.07 節撚線、繩索
或纜製成之物品，不為本商品標準分類中其他節別所明確包括者。
其包括紗、繩、索，裁成定長且在一端或兩端做成圈環者，或配以金屬類、環、鉤等（如鞋帶、衣服、線、
拖繩），護舷料，御貨緩衝墊，繩梯、裝載索，一束紗成兩折並在折處黏合所成之「碟布」等。
本節不包括：
（a）韁繩、馬具等（第 42.01 節）。
（b）繩索裁成定長，有結，圈，或金屬或玻璃孔圈，用於提花機或其他機器（第 59.11 節）。
（c）紡織物及其製品，已歸於各適當節者（如編帶製成之鞋帶歸入第 63.07 節）。
（d）拖鞋用繩索製底（第 64.06 節）。
（e）第九十五章的體育用品及其他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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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章註：
1.─本章所稱「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係指使用時以紡織材料為該物品之外露表面，其包括具有覆地物特
性，但係供其他用途之物品。
2.─本章不包括覆地物墊料。

總

則

本章包括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使用時以紡織材料為該物品之外露表面者。並包括具紡織材料覆地物
特性（如厚重，堅挺、強韌），但係供其他用途之物品（如牆上掛物、桌上覆地物、或供其他家具用途者）。
上述產品在本章之分類係無論為製成品（即剪裁成一定尺寸加襯裡，飾邊，或組合等），或有待剪裁及已剪
裁好之方形地毯，床邊地毯，爐邊地毯，或房間，走廊，樓梯等所舖設的地毯等。
這些物品亦可經過浸漬（如乳液浸漬）或背膠接合於梭織物或不織布，或接合於發泡的塑膠或橡膠者。
本章不包括：
（a）覆地物墊料即用在地板與地毯之間之粗糙織物或毛氈襯墊料（這類產品之分類依據所用之材料而定）。
（b）厚漆布或經塗佈或被覆之紡織品為底之其他覆地物（第 59.04 節）。

57.01-結織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5701.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5701.90-其他紡織材料製
結織地毯及其他結織紡織材料製覆地物之組成，係由一根拉緊的經線為底，在經線上結上絨毛紗，或絨毛線
至少在一條經線上纏繞一整圈，再穿插拉緊的緯線以固定絨毛線的位置而成，這種絨毛線打結或旋轉是本節產品
之重要特徵之一。
打結的方式，常用的有下列幾種：
（1）吉奧德結（或稱土耳其結）：絨毛線放於鄰近兩條經線上，兩端向兩經線的內側反捲，環繞經線各成一整
圈（如圖１），其立起的端形成地毯之表面。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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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納結（或波斯結）：絨毛線纏繞一條經線成一整圈，然後從第二條的經線下方通過（如圖２），其立起
之兩端形成地毯的表面。

圖2

吉奧德結與深納結皆可以變化為絨毛線越過四條經線。
（3）單經結：每條絨毛線纏繞或打結在一條經線上；每條絨毛線環繞一條經線一圈半（如圖３），其立起之兩
端形成地毯的表面。

圖3

如此結成一系列之單經結，彼此鄰近但完全獨立，通過全毯寬度而遮蓋底層之織物。
本節也包含某些將絨毛線打結在鬆散梭織底布上者。
大部分的結織地毯都是用手工製成所需要的尺寸，而以不同顏色的絨毛線以形成圖案，但也可經由機器製
造，在組織上或邊緣皆較手工製地毯整齊一致。絨毛線通常使用羊毛，但有時亦使用馬海、喀什米爾羊毛製成。
若為手工地毯，則基布常由棉、羊毛或動物毛髮等製成，若為機製地毯，則基布採用棉、大麻、亞麻或黃麻等材
料製成。
本節所包括的產品，通常用於地板覆地用途，但有時也可用於家具方面（如牆上掛物或桌上覆地物）（參見
本章之總則）。
無論地毯是否加飾邊（織造中同時加邊或織造後再行加邊），或加上其他加工法加工過供使用者，均歸屬於
本節內。
這些產品的原產地主要為東方地區（伊朗、土耳其、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國大陸、印度等），
或產自北非洲（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埃及）。
本節不包括之地毯為絨毛線在經線下成簡單的圈環而沒有環繞經線一整圈者（參考圖 4 及圖 5）（第 57.0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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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2-梭織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非簇絨或植毛者，不論完成與否，包括「凱利姆（Kelem
）」、「沙馬克司（Schumacks）」、「卡拉麥尼（Karamanie）」及類似之手織小地毯。
5702.10-「凱利姆」、「沙馬克司」、「卡拉麥尼」及類似之手織小地毯
5702.20-椰殼纖維（棕）製之覆地物
-其他，具有毛簇結構，尚未完成者：
5702.3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5702.32--人造紡織材料製
5702.3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具有毛簇結構，已完成者：
5702.4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5702.42--人造紡織材料製
5702.49--其他紡織材料製
5702.50-其他，未具毛簇結構，尚未完成者
-其他，未具毛簇結構，已完成者：
5702.9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5702.92--人造紡織材料製
5702.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所指的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包括：
（1）威爾頓（Wilton）地毯或類似地毯，這類地毯具有堅硬厚重的基布，表面覆以絨毛或圈毛（即正面係以鄰近
之線或垂直立起之簇線所形成）。
這類地毯的表面係由增加的經線，在梭織過程中臨時入金屬線或金屬顯於織物之正面以形成圈環，當
這些圈環被切開即形成絨毛地毯（參見圖４，即威爾頓地毯）；在這種型式下的絨毛僅簡單地圈在緯線之
下。如果不將圈環切開，則形成圈毛地毯如布魯塞爾 Brussels）地毯（參見圖４及圖５）。

圖4

圖5
這些地毯有素面或圖案者，具圖案者須用織機製造（如提花織機），該機裝有特殊設備，使用２～５
種不同的色紗，以生產出圖案來。
威爾頓地毯也可將兩片織物用一條共同的絨毛線織在一塊，該絨毛線在織完後再予切開而成兩疋絨毛
地毯（雙面威爾頓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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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毛線通常由羊毛或羊毛／尼龍混紡製成，但也可用棉、聚醯胺、亞克力、螺縈、或這些纖維之混紡
紗線；基布則通常用棉，黃麻及聚丙烯製成。
（2）阿克明斯特（Axminster）絨頭地毯，為機織地毯，毯毛顏色已預先決定，然後按序循緯線之方向插入基布
上。
（3）雪尼爾（Chenille）地毯，最主要之特色在於絨毛採用毛絨花紗（參見第 56.06 節之註解），這些紗線可以用
來充當額外的緯線以一般織法織入之；在某些情況下，短碼的毛絨花紗被插到基布上，擔任額外間斷性的
經線。
（4）平織地毯，這類地毯上沒有圈毛或絨毛，但能和第五十到五十五章之紡織物分辨者，即明顯地厚重，且為
覆地物用途者。
這類地毯包括基德明斯特（Kidderminster）地毯（亦稱「比利時」地毯），為一種雙層織物，圖案交織
在兩片織物上，除了這類上等的房屋地毯外，本節也包括用黃麻，椰殼纖維，毛髮，紙紗等之粗糙地毯（通
常為平紋，斜紋，或人字斜紋），以及用黃麻紗作經線，廢布條一片一片銜接當緯線製成的碎布地毯（rag
carpets）等。
（5）門前踏墊或蓆子，這些產品基本上含有剛性的簇絨，通常由椰殼纖維或西沙爾麻，簡單地纏繞基布之經線
而成，均作小塊狀，以符合用途。
（6）毛巾織物或類似之浴室用踏墊。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某些這類織物製作方式和第 58.01 節之許多圈絨織物及毛絨花紗織物類似，基本上
也是用來作地板覆地物，區分之特徵在於本類織物具有堅硬性，所使用的材料粗糙、及基布堅挺等並通常
具有額外的經線（襯墊粗線）。
（7）「凱利姆」、「沙馬克司」、「卡拉麥尼」及類似手織之小地毯：凱利姆，又稱卡拉麥尼，其製作方式與
第 58.05 節註解第（A）部分所述之手織地毯同，比起上述手織地毯，凱利姆在結構上經向具有相同的間隙。
不過在圖形設計上，凱利姆通常沒有花或葉圖案，純粹為直線型圖樣，且正反兩面雖有差別，但區別不大，
故兩面皆可用之。
凱利姆有時是用兩片長條織物縫合而成，因此圖案設計常用來掩飾針腳，這也是為何僅在短邊才有織
邊（尾），甚至不見織邊，但此處並不排除加進來的織邊。
通常，經線用紡毛紗，而緯線用羊毛紗或棉紗製成。
本節也包括利用凱利姆技術（特別是中歐）製成的產品項目，在圖形裝飾設計上酷似鮮明之東方製凱
利姆者。
沙馬克司之織法與凱利姆相同，但仍有以下之不同點：
－只要有一或兩條緯線形成之圖案完成時，便有一條補充緯線穿過整片織物的橫面，以防止經線中的
間隙產生。
－在圖案的背景上常會飾以３～５個平面的彩色星狀團花，看起來像圓形浮雕；在邊緣常會有一條寬
的主帶及二至三條副帶，反面則為毛狀外觀，這是因為緯線切斷會殘留幾公分的線端之故。
沙馬克司之緯線為紡毛紗，而經線則可用紡毛紗、棉紗、甚至山羊毛紗等製成。
類似的地毯，較重要者為「西里」（Sileh），製作方式與沙馬克司相似，但西里的圖案基本上成Ｓ形
的圖樣，無論從全面看，或從前面到後面看皆然，另外動物外形圖樣，滿佈整個表面。其經緯線皆為紡毛
紗製（但有少數的經線為棉製）。
本節不含由編結材料製成之墊子或蓆子（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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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3-刺織地毯及其他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5703.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5703.2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703.30-其他人造紡織材料製
5703.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簇絨地毯及其他紡織覆地物，經由簇絨機製造者。簇絨機為一種針與鉤的系統，在預先準備好的基
布上（梭織物或不織布）栽入紡織紗形成圈環（若該針及鉤同時附設有剪切裝置，則形成絨毛），紗線起毛之後
再被覆一層橡膠或塑膠將其固定，通常在被覆層乾化之前可再被覆第二底層材料，如黃麻之鬆散紡織材料，或發
泡橡膠等。
本節也包括使用簇絨噴射器或手工製成之簇絨地毯及其他簇絨紡織覆地物。
本節之產品和第 58.02 節之簇絨織物不同，主要不同處在本節產品之堅挺度、厚度、強力等皆較適於作地板
覆地物使用。

57.04-氈呢地毯及其他覆地物，非刺織或植毛者，不論完成與否。
5704.10-地磚型，最大面積為 0.3 平方公尺者
5704.20-地磚型，最大面積為超過 0.3 平方公尺，但不超過 1 平方公尺
5704.90-其他
本節包括氈呢製之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氈呢」一字，請見第 56.02 節之註解。
本節包括：
（1）地磚型，由氈呢，羊毛，或其他動物毛髮製成者。
（2）針軋機製成之氈呢地板覆地物，通常在內面背膠或浸膠來增加產品的強度，或賦予抗滑動特性。

57.05-其他地毯及覆地物，不論完成與否。
本節包括歸屬本章其他節以外的地毯和紡織材料覆地物。
本節包括：
（1）黏合起毛地毯：起毛物黏合於底物上，或使起毛物直接上膠讓膠質冷固後形成底物。黏著工程可以用膠粘
合或加熱或兩者併用或超音波接著方式。起毛物可黏於單面或兩面底布間，後者可再分成兩片地氈。
（2）不織布地毯：包括一層已梳理過的紡織材料，經由溝槽羅拉之間軋出毛圈，此毛圈可以用一層厚的橡膠或
塑膠等作為基底固定其位置，或用類似的黏劑黏著於其他的底物上。
（3）「植毛」方式製成的地毯，亦即將紡織纖維垂直地植於塗佈橡膠或塑膠等之基布上。
（4）針織地毯，通常具有家具絨頭織物或毛皮的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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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刺繡織物

章註：
1.─本章不適用於第五十九章章註 1 所述之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而成之織物或第五十九章之其他貨品。
2.─第 58.01 節包括浮面未經剪切，而在該階段尚無回絨立起之緯絨。
3.－第 58.03 節所稱「紗羅」係指一織物由一部分或全部之地經線每橫線相交錯作成半轉、全轉或更多轉，形成緯
線穿過之空間並互結合而成。
4.─第 58.04 節不適用於第 56.08 節之撚線、繩或索結織成之網。
5.─第 58.06 節所稱窄幅織物係指下列各項：
（a） 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之織物（不論其屬原寬度或自闊幅剪成者），兩側有邊（該邊係由織造、膠合或其
他方法製成）；
（b） 管狀梭織物，其扁平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者；及
（c）斜裁之摺邊布，其未摺時之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者。
繐狀窄幅梭織物列入第 58.08 節。
6.─第 58.10 節所稱（刺繡物）亦指以可見底布紡織物，用金屬線或玻璃線加以刺繡並以小金屬片、小珠、或紡織
物或其他材製之裝飾圖案經縫製於基底織物上所形成之花布。本節不適合用於針織掛毯（第 58.05 節）。
7.─除第 58.09 節產品外，本章並包括以金屬線製成之物品，與製衣服者相同，供製家具用或類似用途織物。

總

則

除了第 58.09 節外，本章涵蓋的紡織製品其種類廣泛，這些製品在各節的分類中，與其構成之紡織材料成份
無關，本章所列舉的某些製品，只有當它們非為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第(II)部分內所敘述的「製成品」者才予列入，
但其他的製品無論其是否為「製成品」均予歸類於本章中。
請注意，根據第五十九章之註解，第 58.03 節之紗羅、第 58.06 節之窄幅織物、第 58.08 節之整條編織帶及整
條飾帶等，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等均不在第五十八章內（通常歸入第三十九、四十或五十九章），
然而也有些織品經過同樣的處理，卻併入本章之中，這是由於這些產品並不具如第三十九及四十章所述之產品特
性。

58.01-圈絨梭織物及毛絨花紗梭織物，第 58.02 或 58.06 節之織物除外。
5801.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棉製：
5801.21--未切緯線圈絨梭織物
5801.22--已切燈芯絨
5801.23--其他緯線圈絨梭織物
5801.26--毛絨花紗梭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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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1.27--經線圈絨織物
-人造纖維製：
5801.31--未切緯線圈絨梭織物
5801.32--已切燈芯絨
5801.33--其他緯線圈絨梭織物
5801.36--毛絨花紗梭織物
5801.37--經線圈絨織物
5801.90-其他紡織纖維材料製成者

（A）圈絨梭織物，不包括第 58.02 節者
圈絨梭織物至少由三組線構成：即繃緊的經線及緯線形成底布，另一根經線或緯線形成紗圈。這種圈絨織物
的表面全部或部分含有絨毛或圈毛；通常僅出現在織物的一面，但也有兩面皆起毛者。
經線圈絨織物（天鵝絨、絲絨、長毛絨、家具絨頭織物等）其製法係使起毛經線彎繞在緯線方面插入的金屬
線上，因此而形成的圈環，於織造時或於後繼工程予以剪開，偶亦不予剪切，使成為環狀或即為未剪切圈絨織物，
已剪切圈絨織物的毛絨或未剪切之毛圈是靠緯線固定位。
經線圈絨織物也有以同一起毛經線使兩匹織物面對面地織造之；織成後切開，則產生兩疋已切成之圈絨織物。
已切緯線圈絨織物（平絨、燈芯絨等）通常經由緯線而產生的絨毛，該圈絨緯線從經線下交錯通過，每隔兩
條或兩條以上的經線浮於其表面，織後浮於表面者予以切開，再將切端刷立形成絨毛。如在織造進行中插入與經
線平行的金屬絲將緯線予以剪切成絨毛亦可得類似的結果。所形成之絨毛或圈毛是靠經線來固定位置。
浮面未經切剪，因而在該階段尚無毛絨立起者，仍包括在本節中（參考本章章註 2）。

（B）毛絨花紗織物
毛絨花紗織物頗似第 57.02 節所述之毛絨地毯；類似這些織物的絨面（通常是雙面）均由毛絨花線所製成，
通常是以一條額外的毛絨花線作為緯線，或是將不同顏色及長度的毛絨花線在織造底布過程中插入經線中而成。
*
**

圈絨織物及毛絨花紗織物可由多種不同材料製成，但最常用來做絨毛的材料為絲、羊毛、動物細毛、棉花及
人造纖維等。
所有這些織物都能被織成平紋、條紋、圖紋、或在織後再經浮彫壓成花紋；具有圖案的圈絨織物包括布面僅
一部分覆蓋絨毛之製品，或布面上一部分剪切或一部分為圈毛者，（如西塞耳天鵝絨），如此在設計上有相當大
的不同。仿動物皮毛的起毛梭織物（如仿羔羊皮、豹皮等）也歸類於此，但仿動物毛皮之製造，如為縫製或膠黏
而成者，則不在本節之內（第 43.04 節）。
但應予注意，歸入本節之甚多織物，其製造法與第 57.02 節地毯之製造法相同；但極易與地毯類加以區別，
因其原始之設計係供室內裝潢與衣著之織物而非舖地板之用，故以較細之材料製成，且有柔軟之基底織物。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小圈花紗織成的包克萊（Boucle'）織物，細毛圈花紗織成的拉泰納（Ratine's）織物及其他織物，其外貌與圈
絨織物類似，但以特種紗線（如包克萊紗線）織成者，或以正常織物處理法處理者（如刮或抓毛）（一般
歸入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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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 58.02 節所述之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品，以及簇絨織物。
（c）在窄幅機織物定義範圍內之絨毛等織物（第 58.06 節）。
（d）表面具有已切剪之絨毛或毛圈的針織物或縫錠結合製品（第 60.01 或 56.02 節視情況而定）。
（e）在第十一類註解總則之第(Ⅱ)部分所述之起毛布等所製成之「製成品」。
。
。。

目註解：
第 5801.22 及 5801.32 目
5801.22 及 5801.32 目之目的，係以下列起毛緯紗通過經紗的斷面圖，來顯示已剪燈芯和其他已剪緯紗圈絨織
物之區別。
燈芯絨：

平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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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2-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織物，但第 58.06 節之窄幅織物除外；簇絨織物，但第 58.03 節之產
品除外。
-棉製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織物：
5802.11--未漂白者
5802.19--其他
5802.20-其他紡織材料製之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織物
5802.30-簇絨織物
（A）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品
這些織物多為圈毛製品，如用來作面巾、浴巾、浴袍、海灘裝、休閒裝、盥洗用品套等，它們都具有一緊密
的緯紗及一緊一鬆兩種系列的經紗，其中鬆弛的經紗在織物的表面形成毛圈，兩種經紗在織物中所佔的比例因製
品而異，惟通常起毛經紗與地組織經紗的數目是相同的。
毛圈常會出現扭紋狀態，且通常是產生在織品的兩面，但也有單面者；這些可能被剪切。毛圈也許均勻地分
佈在整個表面，但也有織成條紋、格子花紋、鑽石花樣或其他更複雜的圖案。然而本節不包括織物僅單面有圈絨，
其全部毛圈已被剪切者（第 58.01 節）。
本節也不包括：
（a）針織或鉤針織之起毛織物（第 60.01 節）。
（b） 沿特定線，以簡單方式剪切，不留緯線的片狀織品，這些可被轉變成個別含緣飾之物品者（第 63.02 節）。

（B）簇絨織物
簇絨織物是用針或鉤系統在既有的紡織底織物（梭織、針織、鉤織、氈呢、不織布等）上插入紗線以形成毛
圈，若鉤本身附有剪切裝置，則可直接起毛，使布面簇上毛絨。
本節製品與第 57.03 節述及的簇絨地毯及地板覆地物有所不同，因為本節的製品缺乏堅挺性、厚度與強力等
這些特性皆不適合用來做地板覆地物。
再者，這些簇絨織物也能與第 60.01 節述及的圈絨織物區分開，後者在織物的背面具有一排排的鎖鏈縫針目，
而前者之針目排列特性，使得該織物的背面經向方面具有平針縫的外觀。

58.03-紗羅，第 58.06 節之窄幅織物除外。
紗羅（有時又稱為紗織或羅織）在本章章註 3 曾予以定義。
就素面紗羅而言，當每次緯線穿過時，絞經線會左右交錯每條地經線，地經線始終置於緯線的一側，地經線
與緯線本身並無交錯，僅靠絞經線予以緊密結合。
其他種類之紗羅可由以下方法獲得，即將各絞經線相互交錯（所謂之鉤花紗羅），使兩條或兩條以上的緯線
同時穿過由地經線及絞經線所形成的圈環內；或用 2 條或 2 條以上的地經線配以 1 條絞經線，或 2 條絞經線配以
1 條地經線等方法。
本節亦包括：
（1）花式紗羅，在縫造的過程中，另導入一條額外的線（即花式線）在紗羅的背景上造成花樣的效果。
（2）混合織物，其組成中部分為紗羅組織，部分為其他任何一種織物組織，不管該兩者的比例如何。這種組合
常在經向方面產生條紋、格子紋或其他種種花樣之效果。
紗羅通常是鬆弛的織物，也因此相當輕，主要用作窗簾布；可將某種紗羅沿著經線方向切成窄幅的條紋而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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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毛絨花紗（Chenille yarn）。
不同種類的紗羅在外觀上亦有相當大的不同，同時在織造過程所產生的花樣變化亦相當大，不得與第五十到
五十五章所述的花紋織物或其他織物，及本章提及的手工或機織花邊、刺繡品、薄紗網或其他網狀織物等混為一
談。
本節不適用平紋織造的鬆弛梭織物，如那些用來作繃帶及原胚不加工直接使用之織品，雖然這些有時亦稱為
紗羅，但卻應歸於第 30.05 節（如經藥品處理或包裝成零售商品等以提供醫藥，外科、牙科、獸醫等之用途），
或歸入第五十到五十五章。
本節亦不包括篩孔布（第 59.11 節）。

58.04-薄紗及其他網狀織物，不包括梭織、針織或鉤針之織品；花邊，成幅、成條或成小塊者
，第 60.02 至 60.06 節之織物除外。
5804.10-薄紗及其他網狀織物
-機織花邊：
5804.21--人造纖維製
5804.29--其他紡織材料製
5804.30-手工花邊
(Ⅰ)薄紗及其他網狀織物：
這些製品常用來做窗簾、床罩或其他類似的家庭用俱、婦女面罩、女用衣裳、刺繡品等，材質通常為絲、人
造纖維、棉花或亞麻。
（A）薄紗或其他六角網眼織物之織法，是緯線從織物的一端斜向纏繞過每條經線而成，其中有半數的緯線往左
斜，其他半數則往右斜（參考圖 1），這些緯線便在經線上形成一開口的網狀物；這些網狀物也許是正六
邊形、方形、或菱形（牛維爾「Neuvill」網）。另種六角形的薄紗（梅希林網織物「Mechlin」）由經線及
一連串的纏繞線所組成，後者僅縱向繞於兩條並列經線（參考圖 2）。

（B）圖 3 所示者稱為線軸結式薄紗網 Tulle bobinot，是一種包括三種線系之特殊薄紗；該三種線系，其一是與一
般薄紗相同的直行並列經線，其二是圖案線（係因其形成圖案而名），沿著某經線一側固定再轉至鄰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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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產生三角形、梯形、或其他形狀的網結構，其三是絞經線，作用是將經線及圖案線纏繞在一塊，該設
計中不透明部分是因密結許多三角形孔眼而成。

（C）網狀織物，由三種線系組成：並列的經線、網線及束縛線（方眼網），每條網線之走向是沿經線的側邊跳
過另一條形成方眼網、束縛線則是在特定位置將經線及網線固定（參考圖 4）。

（D）打結式網狀織物，在每個角落上有整齊之四方或菱形網結眼，因此其線不能拉開，有手工製亦有機器織造
者。
本節不包括：
（a）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所述及的鬆弛梭織物，及第 58.03 節之紗羅。
（b）第 56.08 節之網織物。
（c）第 59.11 節之篩孔布。
（d）第六十章之針織或鉤針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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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Ⅱ)部分提及的薄紗及其他網狀織物的製成品。

(Ⅱ)花邊織物：
花邊是一種裝飾用的細孔織物，是由眾多線撚合而成之圖案（大致為錯綜複雜者），通常係由大小形狀均等
之網結合成為清晰的透孔底織物，或由本身即具有圖案效果之裝飾環（或狹條）所製成。圖案部分及網眼之底布
或裝飾環（狹條），通常均同時製造，但有時圖案部分是單獨織造後再予結合。
花邊有一基本特性，即圖案部分不是織造在事先製成之底布上，因此本節所述的花邊不可被延伸解釋為外觀
類似，且有時亦被稱為花邊之產品（如方網眼花邊），這種織物係在既有的薄紗或網狀織物底布添上或裝飾以網
眼，或在底布上縫上花樣，不管底布在未來是否會部分或全部移去，這一類的織品應歸入第 58.10 節之刺繡品，
某些真正為花邊但事後又加上刺繡及縫上鑲飾之鑲嵌花邊者亦然。
本節亦不包括任何經由手工或機器針織的細孔織物（第六十章）；這些織物通常可從針距的特徵（特別是硬
挺的部分）來加以辨認。
花邊織物與薄紗網、紗羅及其他鬆弛的梭織物不同，無明晰的經線及緯線。通常是以單線製成，如使用一根
以上之線者，其功用與單線相同。
花邊得以手工製或機器製。
手工花邊之主要分類如下：
（A）針點花邊，以針在繪有圖案之紙或羊皮紙上操作，花邊按圖案之輪廓而進行，其構成之線置於紙上但不穿
越；其框線，即最初形成花邊之骨架者，以穿縫方式暫時附著於圖案上，以便利作業。
針點花邊包括阿倫康（Alencon）、阿根丹（Argentan），威尼斯等花邊。
（B）軸線花邊（枕頭花邊），由數根線纏繞於線軸上，並在「枕頭」或「墊子」上搓捻，圖案則被固著於枕頭
之上，並暫時以針插入其內以便利花邊之製造。
線軸或枕頭花邊包括華倫西安茲（Valenciennes）、張梯來（Chantilly）、麥林斯（Malines）、布魯其斯
（Bruges）、特區斯（Duchesse）、浦愛（Puy）等花邊。
（C）針花邊（例如一般稱為愛爾蘭鉤針花邊）。鉤針花邊與上述各種花邊不同，製造時非賴圖案或支持物，而
係以手用鉤針製成。
（D）與各種其他種類之花邊有若干相似之各種花邊，茲舉例如下：
（1）特納利夫（Teneriffe）花邊，其製造法與製造針點花邊類似。
（2）緶子花邊，即針點花邊，其中若干部分，係用緶子辮帶製成；係做在枕頭上或以機械製造。
（3）梭結花邊──與鉤針花邊類似，但為圓形圖案並用梭子織結者。
（4）馬克來米（Macrame'）花邊，一種厚花邊，以一組固定於導線並與之成直角之紗線用各種方織結而成。
機製花邊在一般外觀上與手工製花邊類似，但除線軸花邊外，其線之交織方法則不同，且機製花邊較手花邊
為整齊。
手工製或機製花邊，均歸入本節，不論其為：
（i）成幅或任何長度之條形者。或
（ii）成小塊圖案狀，即成單獨小塊專供結合或縫於其他物品上，如睡衣、套裙、女上衣或其他衣著、手怕、桌
巾或其他室內裝飾品上。
歸入本節之貨品，不分其為花邊生產者直接生產出之單片花邊，或從較大片中剪裁者，或結合好幾個圖樣而
成之花邊者。
本節不含之花邊製成品；此類製品係根據其特徵分類，通常歸入第六十二或六十三章（如第 62.14 節之女用
小披風，第 62.17 節女裝用抵肩及領子，及第 63.04 節之花邊桌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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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5804.21、5804.29 及 5804.30 目
機器製之仿手工花邊，雖然在外觀上頗似手工花邊，但可從以下的準則予以分辨：
機器製花邊通常是大片製造，在加工完成階段才剪裁為條狀，在這種情況下，剪裁後條狀花邊邊緣會從整塊
多孔織物上留下接縫線或部分接縫線，這些接縫線或部分接縫線在織物時是條狀與條狀之連結線，位於花邊的外
緣，通常在邊緣線上形成凹角（即如果不把邊緣同時拆開很難發現它），這種現象是辨認是否為機器製造的一個
頗有效的方法。
另一個辨別的方法是檢查花邊的裝飾圖樣之輪廓線及填充線的流向，手工織造的花邊，這些線穿梭於各個方
向，也許會回到原先的方向。機器織造的花邊，這種回到原位的針跡是不可能的，這些線遵循工作進行方向向左
斜或向右斜。
第三個辨別方法是檢查圖案不透明部分的填充方式，手工製花邊僅採用下列方式：
─鎖縫組織，亦即，若為針點花邊，則為扇形或釦眼組織。
─若為線軸花邊，則為平紋組織或滑門組織。
平紋組織與織布的平織完全相同，而滑門組織，充任經線的眾多紗線，分為兩個重疊的線系，兩者形成一接
近 90 度的角度，緯線則從上面越過與第一個線系交錯（上線系），再緊接著從下面穿過鄰接的第二個線系。
機器製花邊，最常用的填充方式為：
─平紋組織，但具有一特性，即構成緯線的紗線不必從圖樣的一端走向另一端，有些情況，他們只走了一部分，
碰到另一條線便完成一個段落的織造。
─類似製造線軸結式薄紗網（Tulle bobinot）整套的成型方式（有直行線、圖案線、束縛線）。
─紗線穿過網眼與經線形成平紋組織，在上述兩過程中，網端點是圖樣的起始點，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下列幾種方法亦可協助如何去辨別手工花邊或機製花邊，在某些情況下，也只有靠下述方法來作判定，特別
是判定機器製線軸花邊或手工製線軸花邊時：
（a）在手工製成的花邊上所發現的小瑕疪是不規則性的分佈，在外觀上，這些瑕疪少有完全相同的，而機器製花
邊上所出現的瑕疪則是規則性的，端視製造過程中所使用的機器設備而定。
（b）用以裝飾手工製花邊的飾邊圈紋，通常由製成網的那些紗線所形成，這類圈紋有時也會被加在機製花邊上，
但在機製花邊上的這類圈紋不牢靠，在不破壞花邊本身組織下可予拉開，而手工製花邊則不可能被拉開。
（c）運送及包裝之方式亦是判別兩者的方法之一，手工製花邊在運送時通常不超過 20 公尺，而在每次寄銷中的
每件花邊圖樣皆不盡相同，但機器製花邊則長得多，有超過 500 公尺者，且每次寄銷中，都有大量圖案相同
之花邊。
此外，還有一種「混合」花邊，又稱「辮帶花邊」、「再生花邊」、「華美花邊」、及「公主花邊」，這類
花邊的製造首先須有一條機製的帶子（辮子），這條帶子沿著圖樣的線平放，遇到角落處，帶子再摺回遵循圖案
的軌線走；重覆的部分則被縫在一塊；已切帶子的尾端被精巧地縫進定位，然後用針來製成圈環及填充部分的針
紋。
除了上述的帶子摺疊，切剪及縫製等過程外，這類花邊在圖樣的凹陷處常有帶子聚集，可從此點特性加以辨
認。
這類花邊被認為手工織造的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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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5-手織掛毯，屬於「歌培林」 (Gobelins)、「弗蘭達」 (Flanders)、「奧步生」 (Aubusson)、「
步弗埃」 (Beauvais)型及類似品，及針織掛毯（如小針織及交織），不論是否為完成者。
本節包括之掛毯，係在底布（通常為帆布）上用手工織造或以針工製成者，這類織物的基本特徵是在一塊基
布上飾以完整及個別的圖案，通常具有圖畫的性質。

（A）手織掛毯
手織掛毯之織造，是先將經線在織機上繃緊，以不同顏色的緯線打入與經線交錯，並覆蓋經線，產生圖案並
形成織物。
手織掛毯與一般用於經緯織物之程序相反，其各種色彩之緯線，不超過產生圖案所需之長度，故通常此等緯
線並不貫穿全部織物之寬度；因此沿每一條緯線線路，其經線均連續地為各種色彩之緯線所掩蓋，緯線之鬆端則
在圖案之反面出現。用此種織法留於經線上未織之空隙，通常予以縫紉使加強。
此等掛毯包括「歌培林」「弗蘭達」「奧步生」及「步弗埃」型。
由機器（提花機或類似織機）製造的仿手工掛毯，屬正常的經緯織物，其有色緯線則從布的一端織到另一端，
這類織品分別歸入相關節內，或視情況可歸至「製成品」類內。

（B）針織掛毯
針織掛毯（亦名小針織掛毯）。其特點為以帆布為基底（帆布通常為方式網目）。所需要圖案，則用眾多不
同彩色之線，針織於其上面。
針織掛毯亦有進一步加以縫紉者，但並不視為刺繡品，故仍歸入本節。
針織掛毯與第 58.10 節之大多數刺繡品相反，其帆布底係經全部掩蓋，但在邊緣則可能例外。針織品之名稱，
係根據其所用之織造方法而異；小針織、葛羅（gros）針織、十字型針織、雙十字型針織、歌培林針織等。
*
**

掛毯主要作家飾之用，如作壁掛或椅套等。通常以羊毛、絲，人造纖維甚至以攙金屬絲製成。
掛毯縱已鑲邊、加邊，或襯底等，仍歸入本節，但製成成品如晚間用手提袋、坐墊、拖鞋等者自然除外。
本節亦不包括：
（a）「凱利姆」（Kelem）、「沙馬克斯」 （Schumacks）、「卡拉麥尼」（Karamanie）及類似之小地毯（第 57.02
節）。
（b）梭織物及紗之組合品，供製掛毯者（第 63.08 節）。
（c）超過百年的掛毯（第九十七章）。

58.06-窄幅梭織物，第 58.07 節之貨品除外；以經紗而無緯紗，由膠黏合成之窄條織物。
5806.10-圈絨梭織物（包括毛巾梭織物及其類似織物）及毛絨花紗梭織物
5806.20-其他織物，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在 5％及以上者
-其他織物：
5806.31--棉製
5806.32--人造纖維製
5806.39--其他紡織材料製
5806.40-以經紗而無緯紗，由膠黏合而成之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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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窄幅梭織物
根據本章章註 5，下列物品應認為窄幅織物，歸入本節：
（1）條形經緯織物，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在兩側有布邊者（扁平或管狀）。此等製品，係以特種緞帶織機織成，
通常同時織成數條緞帶；有時，此等緞帶可能在一邊或兩邊織成波形邊。
（2）不超過 30 公分之窄條，由較寬之經緯織物裁切而成（不論直切或橫切）並在兩邊鑲有假邊，或一邊為正常
之織邊，另一邊則為假邊。假邊旨在防止裁切之織物散開，這種假邊有：將一排紗羅織結在裁切前即已織
入較寬之織物中，成為簡單之邊緣，或以膠將窄條之邊黏著，對於若干人造纖維之緞帶，則將其邊予以融
合。
它們也可能在織物被裁切成窄條前即以一種方式處理，以防止窄條的邊散開，窄幅織物和它的假邊兩
者之間不須具有明顯界線。自織物切出之窄條而無邊（不論真邊或假邊）者，不歸入本節，應按正常之梭
織物分類（斜綁帶見下列第４項）。
（3）無縫管狀經緯織物，在壓平之狀態時寬度在 30 公分或以下者。但條狀織物，將兩邊接合（以縫紉、膠合或
其他方法）形成管狀者，不屬於本節。
（4）自經緯線織物上橫裁而成之斜綁帶之具有摺邊者，如其摺邊展開後寬度尚不超過 30 公分者，此項產品係自
寬織物剪裁而得，故不具有邊（真邊或假邊）。
上述各產品包括緞帶及帶狀織物以及若干絛帶之有梭織緞帶之性質者。
緞帶通常由絲、棉、羊毛或人造纖維等製成，無論是否含有彈性紗或橡膠線，常用在內衣、婦女服飾、帽，
或花式衣領、勳章之綬帶、裝飾捆紮材料、及室內裝潢等用。
本節亦包括窄幅織物之以金屬絲製成，顯係供服飾、室內裝潢或類似之用途者（見本章章註 7）。
歸入本節之絛帶係窄幅緞帶；帶狀織物則為厚強之窄幅織物，通常為棉、亞麻、大麻或黃麻製，供製造馬具、
背帶、吊帶、帶類、腰帶、坐椅等之用。
本節亦包括百葉窗用的帶子，每兩片百葉窗之間有一定距離，以窄幅帶子連接之，而整條帶子則由單一且持
續的織造以完成之。
本節所包括之產品通常和第五十到五十五章或第 58.01 節（天鵝絨）所提到的織物之織法相同，兩者間之不
同點則由上述之第（1）至（4）項所提及的原則判定之。
本類產品如經浸水（起「波紋」）、浮彫、印花等處理者乃歸入本節。

（B）薄而迭克（BOLDUCS）──以經紗而無緯紗由膠黏合而成之窄條織物
本節亦包括窄幅織品（薄而迭克「bolduc」），其闊度通常自數公釐至 1 公分不等，有經線（平行的紗線、
單絲或紡織纖維）無緯線，而以粘著劑粘合一起。主要供捆紮包裹；亦有用以辮女帽者。
此類產品，有以使用者之商業名稱為名，並每隔一段距產，將其印刷於上，這種做法不影響其章節本類。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繃帶，已浸塗藥物或已成包供零售之用者（第 30.05 節）。
（b）窄幅織物（帶有鬚邊者）、編織細帶和編織帶（第 58.08 節）。
（c）已更確切地規定歸入其他節之窄幅織物，例如具有下列特質者：
（1）織成之標籤、徽章及類似品之成條者（第 58.07 或 58.10 節）。
（2）燈、爐灶、打火機、蠟燭及類似品之燈芯（第 59.08 節）。
（3）紡織材料製之蛇管及類似管（第 59.09 節）。
（4）歸入第 59.10 節之傳動或輸送帶。
（d）第五十九章之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窄幅織物，尤其係以橡膠浸漬之天鵝絨製之窄幅梭織物，用於覆
蓋織軸（經軸）者（第 5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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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以第十一類註解總則之第(Ⅱ)部分所述者製成的窄幅梭織物（上述（A）（2）項除外）。
（f）卑金屬製之拉鏈（第 96.07 節）及拉鉤、環眼或固定釦，按照每間隔若干，固定在織帶上，且該拉鉤、環眼
及固定釦為構成這類貨品之基本特徵者（第 83.08 或 96.06 節視情況而定）。
（g）打字機用之色帶（第 96.12 節）。

58.07-紡織材料製之標籤、徽章及類似品，包括成幅、成條或剪裁成一定形狀或尺寸者（刺繡
者除外）。
5807.10-梭織者
5807.90-其他
本節所包含者，依下列所指的條件而定：
（A）任何紡織材料製成之標籤（含針織者），此標籤使用於服裝、家用織物（餐巾等）、床墊、帳蓬、軟性玩
具或其他貨物上之註記，標籤之種類有：功利性標籤，標籤上通常會有一些個人的提名或圖案；商用標籤，
用來標示商標、製造商名稱，及紡織材料成份（如「絲製」、「黏液嫘縈紗製」等）；私人用標籤（如住
校學生、士兵等），用以識別為某人所有，或用簡寫之姓名或圖案並加框留有空間以供手寫。
（B）任何紡織材料製之徽章及類似品（含針織者），包括徽章、紋章及「號誌標記」等，常被縫在服裝的外部
（如運動、軍隊、地區或國家徽章等，具有青年組織名稱之徽章、海員帽徽具有船隻名稱等）。
上述之製品只有合下列條件時才歸類於本節內：
（1）必須為非刺繡品。歸入本節之物品之題名或圖案，一般係織成（通常用浮花織物）或印刷而成。
（2）必須為成幅或成條（通常如此）者，如為單獨一塊者，必須為剪成一定大小或形式而非以其他方法製成者。
本節不包括以刺繡製成之標籤、徽章及類似品（第 58.10 節）或以裁剪以外方式製成一定大小與形式者（第
61.17 或 62.17，63.07 節）。

58.08-整條之編織帶；無繡花之整條飾帶，針織或鉤針織品除外；飾繐、毛球及類似品。
5808.10-整條之編織帶
5808.90-其他
（A）整條之編織帶；非刺繡之整條飾帶、針織或鉤針織品除外
除編織帶外，本節包括許多長條形產品，用來作衣物之裝飾（如女裝、軍隊制服、宗教法衣、戲裝）或室內
裝潢（包括舟車用裝潢）之用。
這些織帶得配有鉤、釦、小金屬圈環及其他純屬附屬性質的配件，只要是對於織帶為整條之性質不造成影響
者均可；也可用亮片、飾珠或其他類似附屬品來加以點綴，只要飾物附著的方式非屬縫上者，否則須分類到第 58.10
節之刺繡品。
歸入本節的產品包括：
（1）扁平或管狀之編織帶：
這些編織帶是用紗線或第五十四章之單絲、扁條及其類似紗線以對角交織而製成。
就扁平編織帶言，紗線從一邊到另一邊交織成鋸齒形或其他更複雜的花樣，然而管狀編織帶則呈螺旋
狀進行；這兩種編織帶的共同點是，有一半紗線從一個向織造，另一半紗線則從反向依據設定的花樣交織，
此種圖案通常極為簡單。有些織帶也許還會有額外的紗線沿長度方向交織，其目的不外增加邊緣的固定強
度，或經後續的其他加工過程使產生更好的花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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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織帶係用特殊機器製造，通常被稱為織帶機或紡錠機。
織帶種類包括繫帶（如靴帶或鞋帶）、滾邊飾帶（piping）、蘇泰絮織帶（Southache）、裝飾用帶、金
屬飾帶等，管狀織帶可能含有紡織材料之芯。
編織帶是用來作某些衣物（如飾物和裝飾之管條）或家具（如窗簾用繩帶）的飾邊或裝飾品，如電線
套覆，製作某些鞋帶、連兜帽夾克或競賽裝用繩、便袍的穗飾腰帶等。
此編織帶與第 56.07 節之經編辮物品不同，其編成之物較為寬鬆且結構不那麼緊密。
但本節不包括已確切地歸屬於其他節內者，尤以下述為然：
（a）由塑膠單絲、扁條及類似品或其他編織材料製成之織帶，其單絲橫斷面超過 1 公釐或扁條及類似品寬
度超過 5 公釐者（第 46.01 節）。
（b）歸入第 56.07 節之撚線、繩、索或纜及仿貓腸線之編織帶。
（c）辮結之燈芯、爐芯、打火機芯及類似品之芯（第 59.08 節）。
（d）蛇管及類似管（第 59.09 節）。
（e）第 59.10 節之傳動或輸送帶或帶料。
（f）第 59.11 節所述有關工業方面用途的物品（如工業用包裝用帶或潤滑材料用帶等）。
（g）以卑金屬製成的拉鏈（第 96.07 節）及拉鉤、環眼或固定釦，按照每間隔若干，固定在織帶上，且該
拉鉤、環眼及固定釦為構成這類貨品之基本特徵者（第 83.08 或第 96.06 節視情況而定）。
（2）棉芯絲線及類似芯線：
這些是屬於嵌芯狹帶產品，有些類似包芯紗線，但具有一厚實的心芯（由一束紗線或粗紗所構成），
該心芯通常在編織帶製作前就須先行準備完成。這類嵌芯編織帶常用來作睡袍腰帶、窗簾拉帶等。
這些產品不包括金屬線上以紡織材料包覆者如：
（a）作帽緣用的鐵或鋼絲線（女帽的鋼絲線），或製造人造花花梗用之鐵或鋼絲線，或捲髮夾用者 （第
72.17 節）。
（b）絕緣電線（第 85.44 節）。
（3）邊緣有鬚邊（成圈環或切開者）之窄幅梭織物：
此項產品係以緞帶織機製造。
邊上之裝飾係以緯線操縱，或用鬆粗經線稱為路規丁（roquetines）者製成。
第一種情形，緯線不與外面之兩根經線製成邊緣，而伸出經線形成環結；此項環結係將緯線繞於二股
或二股以上之金屬絲而製成，金屬絲則置於織機上與經線平行，織品製成後立即移去。
第二種情形，以鬆粗之紗與若干緯線按照每固定間隔併入織邊，當金屬絲握持織物之插入段時形成環
結。
經由上述兩種過程所形成之圈環，其位置也許並不一致，間隔可能有大有小，有時被剪切成鬚邊，然
後予以結節，或飾以小金屬片、絨球等。
此項窄幅織品物主要用於鑲邊，或作室內裝飾或做衣飾用品。
具有環孔邊、荷葉邊之緞帶及鼠齒緞帶除外（第 58.06 節）。
（4）其他整條飾帶：
本節亦包括各種長條窄幅度產品，適於作服裝之飾物、室內裝潢等之用者。
此項產品經常係以上述之緞帶、辮帶或其他產品製成。其法係以上述任何產品一種加以縫製或經其他
加工，或將兩種或兩種以上之上述產品合併成裝飾物之形態者（例如緞帶或辮帶之具有飾邊者或絛帶或狹
扁之飾辮；緞帶或辮帶之具有飾繐或其他裝物，且係沿其長度間歇插入，而非繡成花樣者）。
本節不含第 60.02 至 60.06 節之針織或鉤織之裝飾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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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飾繐、絨球及類似品
此類產品不同於上述第（A）部分之產品，均係單獨之製品，包括各種尺寸形狀的飾燧，及裝飾繩索兩端之
飾物，例如：
（1）芯（木製或其他材料製）覆以紡織線，而線之一端有時任其懸垂，其中大部分飾以花邊，或飾以一排小飾
繐。
（2）簡單之紡織線束，經摺疊或捆縛而二端鬆垂者。
（3）橄欖或堅果形芯（木、紙等製）覆以紡織材料，有時其中心張開，以便用作滑動環。
（4）絨球，將短線在中間固紮，而絨毛向各方鬆散。
所有此類製品，皆可裝有一環以便繫掛，一般主要用於室內裝潢，但少數亦用於服裝。皆具有明顯的裝飾品
之特性。
本節不包括上述以外之單獨製品。
由本節所提到之編織帶及飾帶製成的薔薇結歸類至第 62.17 或 63.07 節，同樣材料製成之盤釦、肩章、繫索等
則歸入第 62.17 節。此類材料製之鞋帶、緊腰衣花邊等，其兩端以編結或其他方式處理以防止鬆脫者，以及同材
料製之劍穗等，均歸入第 63.07 節。
製造本節所提及之產品所用之紡織材料種類繁多，包括絲、羊毛、動物細毛、棉花、亞麻、人造纖維及攙金
屬紗等。
除已於上面列舉不歸入本節之產品外，本節亦不包括符合窄幅梭織物（第 58.06 節）之定義範圍內之簡易梭
織細長帶如金銀帶或其他飾帶。

58.09-未列名金屬線或第 56.05 節攙金屬之紗之梭織物，供服飾用、作為室內裝飾用紡織品或類
似用途者。
本節包括第 56.05 節攙有金屬之紗之梭織物（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之(I)(C)所界定者），以及第十四類或十五
類之金屬紗之梭織物，如係供成衣、家俱或類似用途使用而未列入其他章節內，特別是本章前一節中所提及者。
歸類於此之織物由金屬線或攙金屬紗與其他任何紡織紗所織成者，其先決條件為金屬線或攙金屬紗之重量必
須大於任何紡織紗，就這一點而言，攙金屬紗可視為單一的紡織材料，故其重量可視為其所包含之金屬及紡織纖
維之總合（參考第十一類之註解總則(Ⅰ)（A））。
本節不含非供成衣、家具或類似用途之梭織物，如鋼絲線紗羅、或具鐵、銅、鋁、貴重金屬成份之梭織布等
（第 71.15、73.14、74.19、76.16 節等）。

58.10-刺繡物，成幅、成條或成小塊者。
5810.10-刺繡物，無法看到基布者
-其他刺繡物：
5810.91--棉製
5810.92--人造纖維
5810.99--其他紡織材料製
刺繡品為以刺繡線在事先製就之基底上刺繡，以產生裝飾效果者。基底係以薄紗、網、絲絨、緞帶、針織或
鉤針織物、花邊或梭織物，氈或不織布製成。
刺繡線通常為紡織製品，但本節亦包括以其他材料製造者（舉例言之，如金屬、玻璃或拉菲亞棕櫚）。基底
織物通常形成刺繡製品之一部分，但在若干情形下，刺繡完畢後亦有移去（例如化學或裁剪移去方法）而僅留有
圖案者。若干刺繡品可不用刺繡線而以扁條或辮帶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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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刺繡品是在一個事先製就的基布上縫製，此點為其與花邊之分辨之處，而花邊亦不可和刺繡完成後除去
基布之刺繡物混為一談；更不可將在織造過程中加以浮紋線造成圖案效果的梭織物誤認為刺繡物，刺繡品與其他
產品之區別特徵將在以後本註解內說明。
刺繡品可用手工或機器製造，通常手工製者尺寸較小，反之機器製者在長度方面常常是極長者。
本節所指之刺繡品主要有以下之三大類：

(Ⅰ)不見底布之刺繡品
此項刺繡品，其底布業已除去（例如以化學方法或裁剪法消除）。所餘留者全部為刺繡之圖案。
由於其無基底，此類刺繡中之若干機繡品極可能與第 58.04 節之花邊混淆，但根據下列二點足資加以區別：
（A）花邊係以連續不斷之單線或以兩根或兩根以上功用相同之交錯線製成，且在兩邊一般有相同之形狀，而刺
繡品則有功用不同之兩根線。其一為剌繡線，另一根為在織品下面之梭線。後者通常較前者為細，因之剌
繡品之正反面不同，正面呈若干浮花狀，而反面則扁平。
（B）已裁切刺繡品之邊緣，經常有未完全清除之基底織物之小線頭。

(Ⅱ)刺繡品於刺繡完畢後保留其基底者
刺繡用線通常不完全蓋住其基市，僅在表面上或沿其邊緣繡成圖案形狀，所用之縫法各異並包括平針縫、鎖
鏈縫、回針縫或鎖縫、人字縫、針駐縫（Point deposte'）、籽粒縫、套環縫、釦眼縫等。通常全部圖案僅見之於織
物之正面。其他各種刺繡品具有小孔或多孔者係以剪裁，以穿孔椎刺穿其基底織物，或自基底織物上抽去若干經
線或緯線（或兩者），然後用刺繡縫補法在織物上予以縫補或裝飾。如此可增加刺繡品之光澤，甚至造成其主要
之吸引力；例如細剪孔繡，及抽花繡。
材料僅受簡單抽絲過程者不歸入本節。
某類刺繡品，其設計係首先勾出所需圖案之輪廓，或充以填料線使刺繡品圖案之輪廓更加鮮明。
若干機製刺繡品，尤其表面似緞之刺繡品及若干繡花細薄棉布，外觀上頗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之浮花細薄棉
布及其他浮花織物（如凸點或花紋具羽毛效果的「Plumetis」）。但按其製造法之特性，足資予以區別，茲簡述如
下：在浮花織品中，因其圖案係在織造過程中引入浮花線而成，圖案內每一浮點均精確地浮現在底織物相同之經
線或緯線之間。反之，在刺繡織物中，因其基底之織物在加上圖案前，早已織就，為增加圖案，基底織物須繃在
一刺繡機上，織物之張力及位置不能使機器之針插入完全相對部分而恰好在底織物之同緯線或經線之間。又繡針
常將基底織物之紗線刺穿，而此等情形在浮花織物中則不可能發生。
此等浮花織物與刺繡織物之區別要點，可拆開圖案之邊緣即可知曉。

(Ⅲ)貼花刺繡布
在紡織物或毛氈的基布上加以刺繡，或以一般之縫針法加上下列飾物者：
（A）小珠、小金屬片或類似之裝飾附件；此等附件通常為玻璃、白明膠、金屬或木材製成者，經縫製或散佈於
基布上而產生圖案。
（B）紡織物或其他材料製之裝飾圖案。此類圖案通常為紡織物（包括花邊），其組織與基布不同，並被剪裁成
各種圖案而縫於基布上；在若干情況下，縫有圖案之處的基布業已除去。
（C）辮帶、毛絨花紗或其他裝飾物等，此等物品在底布上形成圖案。
以上所述之各種刺繡品，如成下列形式者，仍歸入本節：
（1）具不同寬度，而成幅或成條者。此項成幅或條狀者得載有一系列完全相同之圖案，不論嗣後是否意圖分開
以便製成製成品（例如條狀之刺繡標籤，用作衣飾品之標幟者；或成幅品，按照每間隔若干加以刺繡以便
剪裁製成圍裙上之涎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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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圖案者。即單獨物品之繡有圖案，除供配鑲或貼花於內衣、衣飾品或室內裝潢品上作刺繡部分外別無
其他用途者。此類物品得裁切成任何形狀，加襯底或經其他組合者；其中包括徽章、紋章、號誌標記、字
首、數字、星、國徽或體育標幟等。
本節不包括：
（a）非紡織材料為底（如皮革、柳編工藝品、塑膠、硬紙板等）之刺繡品。
（b）針織掛毯（第 58.05 節）。
（c）由梭織物及紗線組合的套件，用於製成刺繡的桌巾或餐巾或類似品者（第 63.08 節）。
（d）依照第十一類總則註解第(Ⅱ)項定義製成（小塊圖案者除外）之刺繡品，無論已否完成立可使用者。亦包括
單獨之刺繡品之已完全製成並可立即作此項用途，且係直接刺繡成最後之形態而無須更進一步加工者。此
項範圍廣闊之製品係按製成品分類（例如第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或六十五章）並包括手帕、涎圍、袖
口、衣領、女胸衣、衣服、碗盤罩、檯中心布、壁爐架罩、桌墊及帷幕等。
（e）以玻璃線刺繡於不可見底布上之刺繡品（第 70.19 節）。
。
。。

目註解：
第 5810.10 目
本目不含細剪孔繡。

58.11-以一層或一層以上之紡織材料與襯墊經縫合或其他方法組合而成之成幅褥墊紡織產品，
第 58.10 節之剌繡物除外。
本節包括下列之各種成幅產品：
（1）一層針織物或梭織物或不織布和一層襯墊材料（例如，一定形式之紡織纖維網狀物、氈、纖維素胎、發泡
塑膠或發泡橡膠）結合者，或
（2）兩層針織物或梭織物或不織布或以上所組合者，中間夾以一層襯墊材料隔開。
通常層與層之間以針軋或針縫結合（包括縫錠結合），採用直排針縫或飾以花樣之針縫均可，而針縫之主要
目的是縫合，而非構成具有剌繡品的特性，它們也可採用打結式或黏著、熱結合或其他方法加以結合，此產品也
具有褥墊之效果，那是以針縫、針軋或縫錠結合而有類似褥墊之隆起或膨脹之效果。
本節之產品可以是經浸漬、塗佈或被覆，或所用之織物是經浸漬、塗佈或被覆者。
這些材料通常用來製造被褥成衣、床套、床罩、褥墊、衣著、窗簾、座墊、消音桌巾內墊等。
本節不包括：
（a）塑膠片夾胎芯製成之產品，無論是否經縫合或熱接合者（第三十九章）。
（b）縫合或車合棉被式紡織產品，其針線縫跡所構成之花樣具有刺繡品特性者（第 58.10 節）。
（c）本類所述產品的製成品（參考類註 7）
（d）第九十四章所指的床物或類似家具用品，內有襯墊或內層填充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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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章註：
1.─除另有規定外本章所稱「紡織物」，僅適用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及第 58.03 及 58.06 節之機織物，第 58.08 節
整條編織帶、裝飾帶及第 60.02 至 60.06 節之針織及鉤針織物。
2.─第 59.03 節適用於：
（a）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不論其每平方公尺重量為何及塑膠材料之性質為何（堅實或
發泡）。
下列各項除外：
（1）肉眼無法看到有浸漬、塗佈或被覆情形之織物（通常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第五十八或六十章）；
在確定是否符合此一規定時，對於顏色是否改變可不予考慮；
（2）產品在攝氏 15 至 30 度之溫度內，不能以手捲於直徑 7 公厘之圓筒而不致破裂者（通常屬於第三十
九章）；
（3）產品之紡織物部分，完全嵌入塑膠物質內，或其兩面均被此類物質完全塗佈或被覆者，而此塗佈
或被覆，須肉眼能看見，至於顏色是否改變，可不予考慮（第三十九章）；
（4）織物部分被塑膠塗佈或被覆及因而產生圖案者（通常屬第五十至五十五、五十八或六十章）；
（5）與紡織物併合之發泡狀塑膠板、片、或扁條、其紡織物之作用僅作加強用者（第三十九章）；或
（6）第 58.11 節之紡織產品；
（b）由第 56.04 節之用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紗、扁條或類似品所織成之織物。
3.─第 59.05 節所稱「紡織壁布」適用於寬度在 45 公分及以上之成捲產品，作為牆壁或天花板裝飾用，其背面業
經安裝或處理者（浸漬或塗佈以便於糊貼）。
惟本節不適用於以紡織微屑、粉末，固著於紙上（第 48.14 節）或紡織物上（通常屬第 59.07 節）之覆壁
物。
4.─第 59.06 節所稱「橡膠處理紡織物」係指下列物品：
（a）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
（i）每平方公尺重量不超過 1,500 公克；或
（ii）每平方公尺重量超過 1,500 公克且含有重量超過 50％以上之紡織材料；
（b）由第 56.04 節之用經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紗、扁條或類似品所織成之織物；及
（c）織物由平行之紡織紗以橡膠凝聚者，每平方公尺之重量不拘。
但本節不適用於與紡織物合併之發泡橡膠板、片及扁條，其紡織物僅作補強用途者（第四十章），亦不
適用於第 58.11 節之紡織品。
5.─第 59.07 節不適用於下列物品：
（a）肉眼無法看到有浸漬、塗布或被覆情形之織物（通常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五十八或六十章）；於確定
是否符合此一規定時，對於顏色是否改變可不予考慮；
（b）彩繪織物（不包括油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類似品）；
（c）織物部分表面覆以微屑、粉末、粉狀軟木或類似品因而產生圖案者；但仿製絨織物仍歸入本節；
（d）經過一般處理加工過程之織物，其基層有澱粉質或類似物質者；
─ 869 ─

Ch.59
（e）紡織物為底，附著有薄木片者（第 44.08 節）；
（f）紡織物為底，附著有天然或人造研磨粉、粒者（第 68.05 節）；
（g）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凝聚或再組雲母者（第 68.14 節）；或
（h）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金屬箔者（一般屬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
6.─第 59.10 節不適用下列物品：
（a）紡織材料製之傳動或輸送帶料，其厚度少於３公厘者；或
（b）傳動或輸送帶或帶料之以紡織物經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方法製成者，或用橡膠浸積、塗佈、被
覆或套覆之紡織紗、繩、索製成者（第 40.10 節）。
7.－第 59.11 節適用於不屬於第十一類其他節號之下列貨品：
（a） 成幅紡織製品，切成一定長度或簡單切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式）（具有第 59.08 節至第 59 .10 節所列產
品性質者除外）：
（i）紡織物、氈呢、及呢襯裏紡織物之以橡膠、皮革或其他材料塗佈、被覆或黏合，作針布之用者，或
其他技術上用之類似織物，包括以橡膠浸漬之天鵝絨製成之窄幅織物，用於覆蓋織軸（經軸）者；
（ii）羅底；
（iii）紡織材料或人髮製用於榨油機或類似機器之濾布；
（iv）不論是否織成氈呢浸漬或未浸漬、塗佈或未塗佈；用於機器或其他專業用途之多數經緯交錯平織
物；
（v）以金屬加強之紡織物作為專業用途者；
（vi）用於工業作為填塞或潤滑材料之繩、編帶或類似品，不論是否塗佈、浸漬或以金屬合攙加強者；
（b）通常作為專業用途之紡織物品（例如：造紙或類似機器（例如：供造紙漿或石棉水泥）用之環狀或連結
用紡織物及氈呢，密合墊、墊圈、拋光盤及其他機器配件）。（不包括第 59.0 8 至 59.10 節）。

59.01-塗膠或上澱粉物質之紡織物，用作書面及類似品者；製圖用透寫布；已製成之油畫布；
作帽底用之粗麻布及類似硬化紡織物。
5901.10-塗膠或上澱粉物質之紡織物，用作書面及類似品者
5901.90-其他
（1）用於書面及類似品之塗膠或上澱粉物質紡織物。
一般為棉、亞麻或人造纖維製之平紋梭織物，經大量塗膠或上澱粉物質者（如漿糊），通常用於作成
書面、箱盒、眼鏡或刀叉盒、刀鞘等。
此類紡織物可能未漂白或已漂白，染色或印花，而其表面通常呈皺紋、褶疊、粗皮、浮凸或其他加工
者。
以塑膠浸漬或塗佈而具類似用途之織物（如仿皮）則除外（第 59.03 節）。
（2）製圖用透寫布。
製圖用透寫布通常由細支的棉或亞麻紗經緊密織造而成之梭織物，並經處理（如用天然樹脂溶液）以
使表面光滑，且多少有些透明，以適合於建築師、繪圖者等製圖用。
（3）已製成之油畫布。
已製成之油畫布通常使用亞麻、麻或棉布，經上漿後單面塗佈亞麻油和其他物質（如氧化鋅）之混合
液。在尺寸上常為長幅狀以便於舖上畫框，背面嵌以木材或硬紙板者仍歸於本類。
（4）粗硬麻及類似硬化粗布，作帽底坯及類似用途者。
硬化紡織物係以輕量稀鬆紡織物浸漬於膠黏劑及填充劑（如膠或澱粉質與高嶺土混合而成）而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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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種類的粗硬麻布或類似織物係以兩片硬化紡織物黏合而製成。此類織物主要用以製成第 65.07 節的帽底
坯。
以塑膠浸漬或塗佈之類似用途之織物則除外（第 59.03 節）。
本節不包括上述（1）（2）（4）項之物品，當其由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所解釋之物品所製成者。

59.02-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聚酯或黏液嫘縈高強力紗製之輪胎簾布。
5902.1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902.20-聚酯製
5902.90-其他
本節包括輪胎簾布，不論其是否以橡膠、塑膠浸漬或浸滲。
此織物用於製作輪胎，以平行長絲纖維紗為經，每定距離織入緯紗以固定經紗而構成。經紗通常為強力之尼
龍或其他聚醯胺、聚酯或黏液嫘縈，而緯紗間隔較大且僅為定距固住經紗，故可由其他紗類構成。強力紗的說明，
見第十一類類註 6。
本節不包含其他梭織物用於製造輪胎及不合於第十一類類註 6 說明紗種的織物（第五十四章，第 59.03 節，
第 59.06 節視情況而定）。

59.03-用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但第 59.02 節所列者除外。
5903.10-用聚氯乙烯
5903.20-用聚胺基甲酸乙酯
5903.90-其他
本節包括已用塑膠（如聚氯乙烯）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
歸入本節者，不論其每平方公尺重量為何及塑膠成份為何（堅實或發泡），若：
（1）如經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織物，其浸漬、塗佈或被覆之事實能以肉眼而非藉顏色之變更而可觀察者。
紡織物之浸漬、塗佈、被覆、用肉眼不能看見，或顏色改變後始能看見者，通常列於第五十至五十五、
五十八、六十章中，例如織物以某些物質浸漬僅為使其防皺、防蛀、防縮及防水（如防水軋別丁及防水府
綢）。紡織物中部分為塑膠塗佈或被覆及因而產生圖案者也列入第五十至五十五、五十八或六十章中。
（2）產品不具剛性，即在攝氏 15 至 30 度之溫度內，能以手捲於直徑 7 公厘之圓筒而不致破裂者。
（3）紡織物沒有完全嵌入塑膠物質內或其兩面沒有被塑膠塗佈或被覆者。
不合於以上之（2）及（3）分項之產品通常列於第三十九章。然而紡織物兩面均以塑膠塗佈或被覆者，其塗
佈或被覆用肉眼不能看見，或顏色改變後始能看見者，通常歸於第五十至五十五、五十八、六十章。除第 58.11
節之紡織產品外，紡織物與發泡塑膠板、薄片或扁條併合，此紡織物之作用僅作補強用者，也歸入第三十九章（見
第三十九章註解總則分標題 "塑膠和紡織品之組合" 倒數第二段）。
本節之黏合織物不能與用塑膠黏著劑簡單地組合成層狀之織物相混淆，後者之橫斷面無塑膠跡象可查，通常
歸類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歸於本節之眾多紡織物中，通常以彩色的塑膠材料形成平滑或浮凸的表面層做為偽裝用，如皮的粗糙面（皮
革布）。
本節也包括浸漬織物（不同於第 59.02 節所示者），浸漬以增進和橡膠的結合力，且紡織物上灑播有可見的
熱可塑性物質，經加熱和加壓處理後可與其他織物或材料產生結合力者。
本節也包括由第 56.04 節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紗、扁條或類似品製成之紡織物。
─ 871 ─

Ch.59
本節之織物有各種用途，包括室內裝潢材料、製成手提袋及旅行用品、成衣、拖鞋、玩具等，書籍裝訂，作
為膠帶，製成電氣裝備等。
本節不包括：
（a）褥墊紡織品（第 58.11 節）。
（b）以塑膠塗佈或被覆之紡織物，作為覆地物（第 59.04 節）。
（c）經浸漬或塗佈的紡織物，具有壁布的性質（第 59.05 節）。
（d）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的紡織物製成品，根據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Ⅱ所述情況製成者。

59.04-厚漆布，不論是否裁剪成形；以經塗佈或被覆之紡織品為底之覆地物，不論是否裁剪成
形。
5904.10-油氈
5904.90-其他
（1）油氈。
以紡織品背膠的油氈（通常為黃麻帆布，有時為棉布等），單面以堅實糊狀物塗佈，此糊狀物之構成
為氧化亞麻油、樹脂、膠及填料（通常為軟木粉，有時為鋸屑或木屑）；在多數場合，糊狀物中亦加有色
素。分平紋與圖案兩種；此圖案可由印花形成，又如嵌花油氈則以不同顏色糊狀物作成。
以不添加色素的軟木粉製成的糊狀物，其成品即為所稱的軟木氈。此類物品不能和第 45.04 節紡織底布
之地毯及第 45.04 節的其他凝集軟木製品相混淆，後者非以油氈混合以上物質所製成，且一般較粗糙而不柔
軟。
油氈可被製成各種厚度，供作覆地物、壁布、棚架布等之用。
本節亦包括紡織物，主要為棉織物塗以未加顏料之油氈漿糊者。此種產品有軟木之外觀，供製造靴鞋
內底之用。
（2）紡織物為底經塗佈或被覆之覆地物。
覆地物為相當堅硬、耐磨的材料，由紡織物為底（包含氈呢），單面塗佈使底部完全被遮蔽而成。塗
料通常為油及白堊粉之混合物，施用之後再塗以油漆。亦可為厚的塑膠層（如聚氯乙烯）或僅直接在紡織
物底層上塗佈數層漆料。
在很多情況下，本節之產品亦於底部塗佈以強化之，而不論成捲或裁成形狀供應立即使用者均歸於本
節。
本節不包括無底布之薄膜或板狀油氈混合物及覆地物。應視其組成物而分別歸類（第三十九、四十、
四十五章等）。
本節不包括鞋內底（第 64.06 節）。

59.05-紡織壁布。
本節包括符合第五十九章章註 3 所定義之紡織壁布，即寬度在 45 公分及以上之成卷產品，作為牆壁或天花板
裝飾用，其背面經任何材料（如紙）固定者，或在背面已做處理者（浸滲或塗佈以便於糊貼）。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平行排列紗線梭織物，氈呢，針織或鉤針織織物（包括縫錠織物）等並經使用任何材料背膠固著者。
（2）平行排列紗線，梭織物或花邊，附於薄塑膠層上，並經任何材料背膠固定者。
（3）平行排列紗線（上層），以鏈狀縫合物附著於薄不織布（中層），並以任何材料背膠膠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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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紡織纖維網（上層）以鎖鏈狀縫合重疊的紗層（中層），並以任何材料背膠膠合者。
（5）不織布，以紡織微屑（仿麂皮）覆面，並經任何材料背膠黏合者。
（6）以手繪圖案裝飾的梭織物，經任何材料背膠固著者。
本節的壁布，其紡織物表面可能被染色、印花或其他方式裝飾，背膠時或可能覆蓋該底部的全部或一部分。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三十九章章註 9 所定義之塑膠壁布（第 39.18 節）
（b）紙或覆以塑膠之紙製的壁布，以紡織微屑或粉末直接裝飾表面者（第 48.14 節）。
（c）覆以紡織微屑之梭織物，不論其是否有背膠，或經浸漬或塗佈以便於糊貼者（第 59.07 節）。

59.06-用橡膠處理之紡織物，但第 59.02 節所列者除外。
5906.10-膠帶，寬度不超過 20 公分者
-其他：
5906.91--針織或鉤針織
5906.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紡織物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包括浸漬織物（不同於第 59.02 節所列者），在重量上：
（1）在每平方公尺 1,500 克及以下者，不考慮紡織物與橡膠的比例。
（2）超過每平方公尺 1,500 克者，其紡織物的重量要超過 50％。
此類橡膠處理的織物主要用於製造防水衣、輻射防護衣、氣流裝置物、露營裝備、衛生物品等。
某些室內家具裝飾用織物，以橡膠乳液在單面微量塗佈，雖不一定防水但也列入本節。
本節之織物不能與用於製成馬車用品或鞋襪之以橡膠黏劑組合成層狀之織物相混淆，後者織物的橫斷
面無橡膠層，通常歸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
（B）由第 56.04 節之用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之紗、扁條或類似品所織成之織物。
（C）無緯紗織物，用平行紡織紗與橡膠以膠合或輪壓而凝聚者，每平方公尺重量不拘。產品用以製成輪胎、橡
膠內胎、傳動或輸送帶、帶料等。
（D）以紡織物為底，不論是否經橡膠處理之膠帶（包括電氣絕緣之膠帶）及橡膠黏貼布。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以藥物浸漬或塗佈之膠帶或製成供醫藥、外科、牙科或獸醫用的零售用外形或包裝（第 30.05 節）。
（b）本節（A）（2）段所示之橡膠處理織物，惟紡織物重量不過 50％者（第 40.05 或 40.08 節）。
（c） 紡織物結合發泡橡膠之板、薄片或扁條，其紡織物僅作強化之用（第 40.08 節）。關於這此產品與第 59.06
節類似產品之區分標準，參見第 40.08 節註解（A）項。
（d）輸送帶或傳動帶及帶料，通常由數層紡織物為骨幹（不論是否橡膠化處理）被覆以硫化橡膠而成。（第 40.10
節）。
（e）地毯、油氈及其他覆地物，有背膠（橡膠）以確保更大的撓曲性，及與地板的黏合性（第五十七章或第 59.04
節視情況而定）。
（f）屬於第 58.11 節之褥墊紡織物。
（g）紡織物（無論是否有氈呢裡襯）以數層織物和橡膠組成並經加壓硫化，用於製成第 59.11 節的梳棉機針布，
印花毛或其他技術上用之類似物。包括以橡膠浸漬之天鵝絨製成之窄幅織物，用於覆蓋織軸（經軸）者。
（h）橡膠處理織物，製成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Ⅱ所述者（通常為第六十一至六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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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07-其他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紡織物；劇場用油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類似品。
(Ⅰ)其他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紡織物
本部分已浸漬、塗佈或被覆之紡織物（第 59.01 至 59.06 節除外），若浸漬、塗佈或被覆，能被肉眼看見，則
不考慮其顏色是否改變。
紡織物的浸漬、塗佈或被覆無法被看見或僅能看見顏色改變及織物經過一般上漿加工處理，其基礎為澱粉質
或類似物質者均除外（見本章章註 5）。此類通常歸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五十八或六十章。這些除外織物，例
如浸漬於漿料、澱粉或類似漿料之織物（如奧根地"organdies"墨斯林"Muslin"）或浸漬一些物質，專供賦予防皺摺、
防蟲蛀、防收縮、或防水特性者（如防水軋丁或防水府綢）。
本類織物包括下列各項：
（A）以焦油、瀝青或類似品塗佈之織物，用以製成防水帆布或包裝用布。
（B）塗蠟之織物。
（C）以天然樹脂及樟腦調製品塗佈或浸漬的細薄織物，或以油類浸漬或塗佈以防滲透者（有時稱為塔夫塔蠟光
整理）。
（D）以油或和油脂之調製品塗佈或浸漬的其他紡織物。
本類中包括油布，通常為棉或亞麻製成之織物，在織物的一面或雙面塗佈以糊狀物，該糊狀物主要是
由氧化亞麻、填料及色料所組成。
本類同時包括打包用布，由大麻、黃麻、棉、亞麻、人造纖維製成之強力粗糙織物，大量塗佈以油脂
和煤煙的混合物而具防水性者。
（E）以矽酸鹽塗佈的織物，使不具可燃性（如防火幕）。
（F）以顏色均勻的塗料或金屬粉末完全塗佈的織物。
（G）以黏膠（橡膠黏膠或其他）、塑膠、橡膠或其他物質塗佈於織物表面並以下列其他物質噴灑其上，使其表
面成細緻的一層：
（1）仿麂皮之紡織微屑或粉末（用較長纖維以類似方法製成而具有第 43.04 節所示之人造毛皮性質之織物
除外）。而以紡織微屑或粉末被覆仿絨毛之織物（如燈芯絨布），則仍歸入本節中。
（2）軟木塞粉末（如壁布用）。
（3）玻璃粉末或細顆粒（如電影銀幕用微球粒）。
（4）雲母粉。
（H）浸透於以凡士林為基礎之乳香脂或其他乳香脂之織物；用於玻璃嵌封，屋頂防水材料，水池水槽修繕等。
本節不包括以油漆或塗佈而產生的有花紋圖案的織物 （例如：用紡織粉末－見章註 5）（一般為第 59.05 節
或第五十至五十五章，第五十八或六十章）。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蠶絲油布或其他類似含油織物，打包成零售之形狀或包裝提供醫藥外科或獸醫用；塗浸藥用膠泥及敷料；塗
佈石膏的骨折繃帶，作成零售用外形或包裝者（第 30.05 節）。
（b）感光紡織物（第 37.01 至 37.04 節）。
（c）紡織物為底，附著有薄木片者（第 44.08 節）。
（d）織物經浸漬、塗佈或被覆製成如第十一類註解總則Ⅱ所述者。
（e）已製成之油畫布（第 59.01 節）。
（f）屬第 59.04 節之厚漆布及其他產品。
（g）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天然或人造研磨粉、粒者（第 68.05 節）。
（h）屋頂板，由紡織物為底材以柏油層或類似材料完全遮蓋或兩面被覆而成者（第 68.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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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以紡織物為底，附著有金屬箔者（一般屬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

(Ⅱ)劇場用油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類似品
本類包括帆布或類似紡織物之繪有室內或室外風景或具有裝飾效果者；係供劇場作佈景用及照像時或電影攝
製場等作背景布之用。此類織物得剪裁成形、成捲、或繃於木框或金屬框上。

59.08-紡織、編結或針織成之燈芯、爐芯、打火機引火芯及燭芯等；發白熱之煤氣罩及管狀針
織煤氣罩用布，不論是否浸漬。
（A）紡織物心芯
本節包含之心芯為長形的扁平狀、圓形或管狀的紡織物，通常為棉製，經由梭織、針織或編結而成。
其尺寸及形狀隨著適用於燭芯、機械或打火機引火芯以至於較大型的燃油燈芯、爐芯等的不同而變化。
歸於本節者，不論其是否裁成一定尺寸或裝以鐵線或金屬頭以利插入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塗蠟燭芯（第 34.06 節）。
（b）安全引信或導爆索（第 36.03 節）。
（c）將紗、撚線、繩索以簡單加撚或併線而成的芯，此種芯如係紗狀歸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如係撚線、
繩索狀則歸於第 56.07 節。
（d）玻璃纖維芯（第 70.19 節）。
（B）管狀針織煤氣罩用布。
瓦斯罩用布通常為苧麻、棉或黏液嫘縈製的緊密針織窄管狀織物，不論是否以化學品（特別是硝酸釷
或硝酸鈰）浸漬均歸於本節中。
（C）發白熱之煤氣罩。
本節之瓦斯罩為半成品（如短筒狀或短袋狀的織物，不論是否用上列（B）所述之化學品浸漬者）或製
成品，即經由燃燒以除去紡織底層，並使硝酸鹽變為氧化物，仍保留紡織物的原狀，此外罩以膠棉浸漬以
確保使用前的穩定性。不論是否含有石棉線或配有支撐者均歸於本節中。

59.09-紡織材料製之蛇管及類似管，不論有無其他材料製之襯裡、保護物或其他配備者。
本節包括之蛇管，如用於使流體通過由紡織材質製成之消防管及類似管。通常用棉、亞麻、大麻或人造纖維
製成之厚重而緊密之織物，織成或縫成管狀，且不論是否以油、焦油或化學調製品塗佈或浸漬者。
本節也包含紡織物製成之管，該管以橡膠或塑膠塗佈於內層，以金屬保護（如成螺旋狀之金屬線），或配以
非紡織物製的附件如連接兩端配件、噴嘴等。
硫化橡膠製之軟管、導管、水管、內部以紡織物補強或以薄織物製成之外層覆套被覆者，列入第 40.09 節。

59.10-紡織材料製之傳動或輸送帶或帶料，不論是否以塑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製成，或
以金屬或其他材料補強者。
此傳動或輸送帶或帶料用以傳送動力或輸送貨物，通常以羊毛紗、棉紗、人造纖維紗等梭織或編結而成。有
各種不同的寬度，有以兩層或多層材料交織而成或黏合而成者，有時織成短圈絨表面或做成滾邊。可能以亞麻油、
斯多哥爾摩焦油等浸漬、及可能以清漆、紅丹等塗佈，以防止因大氣中酸燻蝕等所造成的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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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也包括以合成纖維（特別是聚醯胺）所織成的傳動、輸送帶及帶料，以塑膠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亦可能用金屬或皮革之扁條或線予以補強者。
依據本章章註 6，厚度少於 3 公釐之帶料並不包括於本節中；而應屬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或屬窄幅梭織物（第
58.06 節），或編織帶（辮帶）（第 58.08 節）等章節。但傳動或輸送帶（即帶料裁成一定長度，其兩端頭尾相接
或裝有扣件以便連接者）則不論其厚度為何均應歸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紡織繩索製成之即可用之傳動帶，不論其為環狀或兩端以扣件相結合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傳動或輸送用帶或帶料，係專為機器或器具設計，且與其同時進口者，不論是否已實際裝於機器或器具上（應
與機器或器具一同歸類-例如第十六類）。
（b）由織物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製成；或由紡織紗、繩索以橡膠浸漬、塗佈、被覆或套覆製成之帶
及帶料（第 40.10 節，見本章章註 6（b））。

59.11-本章章註 7 所指工業用之紡織產品或製品。
5911.10-紡織物、氈呢及呢襯裏紡織物等以橡膠、皮革或其他材料塗佈、被覆或黏合，作
針布之用者，及其他技術上用之類似織物，包括以橡膠浸漬之天鵝絨製成之窄幅
織物，用於覆蓋織軸（經軸）者
5911.20-篩孔布，不論已否製成
-循環或頭尾有環扣相結合之紡織物及氈呢，用於造紙及類似機器（例如：紙漿或
石棉─水泥機器用）：
5911.31--每平方公尺重量未達 650 公克
5911.32--每平方公尺重量為 650 公克及以上
5911.40-用於榨油機及類似機器之濾布，包括人髮製成者
5911.90-其他
本節之紡織產品及製品具有特殊性質而證明能用於各種型式之機器、設備、裝備或儀器中，或作為工具或工
具的零件。
本節特別包含商品標準分類（CCC Nomenclature）其他各章節所不包括的紡織製品，及專屬第 59.11 節所規定
者（如第十六類類註 1（e）），然而須注意的是第十七類貨品中的某些紡織零件及附屬品，如座椅安全帶、成型
汽車本體內襯及絕緣板（第 87.08 節），汽車地毯（第五十七章），則不列入本節中。
（A）成幅或裁成定長或僅裁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工業用紡織物及其他紡織產品。
此類產品如無第 59.08 至 59.10 節產品之性質者，不論其為成幅、裁成定長或僅裁成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者均列入本節中（且不屬於第十一類的任何其他章節）。
本類物品僅包括本章章註 7（a）所界定之紡織物或其他紡織產品，及下列（1）至（6）所列舉者。
（1）紡織物、氈呢及呢襯梭織物以橡膠、皮革或其他物質（如塑膠）塗佈、被覆或黏合，作梳棉機針布之
用者，及其他技術上用途之類似織物。包括以橡膠浸漬之天鵝絨製成之窄幅織物，用於覆蓋織軸（經
軸）者。
（2）篩孔布，此為多孔的織物（例如紗羅織或平紋織），此網狀組織在幾何學上有精確的尺寸與形狀（通
常為正方形），必須在使用時不變形。主要用於篩選（如麵粉、研磨粉、粉狀塑膠、家畜飼料）、過
濾或作印刷網版用。篩孔布通常由強撚的非精煉蠶絲，或合成長纖維絲所製成。
（3）濾布（如梭織過濾織物，針軋過濾織物），不論是否浸漬，用於榨油機或類似之過濾用途（如糖的精
煉或釀造），及瓦斯過濾或工業上集塵系統之類似技術應用。本節包括的油過濾布，或某些羊毛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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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動物毛髮製之厚重織物，或某些較薄但因緊密織造而具剛性之非漂白合成纖維織物（如尼龍）。也
包括人髮之類似濾布。
（4）不論是經縮呢、浸漬或未浸漬、塗佈或未塗佈而用於機器或其他工業用途之多根經緯織造之平紋織物。
（5）以金屬補強之紡織物，一般用於工業用途者；金屬線（裸金屬，金屬線加撚或金屬線以紡織紗包芯等）
可能在織造（特別是經線）時併入，或是在合股時介入。
然而以金屬補強之氈呢則除外（屬第 56.02 節）。
（6）用於工業填塞或潤滑材料之繩、編帶或類似品；一般為正方形斷面，以油脂、石墨、滑石等塗佈或浸
漬，有時並以金屬補強。若不經塗佈或浸漬的繩等，列入本節時則應能明確地辨認其為用於工業包裝
或潤滑材料。
（B）做為工業用途之紡織製品
所有工業用途之紡織製品均列入本節中（不屬於第 59.08 至 59.10 節者），且非第十一類他處所含者（見
本章章註 7（b）），例如：
（1）上述（A）已製成（裁切成一定形狀，縫合組成等）之織物，例如：組合數張織物而製成之榨油機用
濾布，篩孔布；用於印刷網版方面者，乃剪成一定形狀加上線帶滾邊或裝設金屬圈或布，再置放於機
架上。
（2）用於造紙或類似機器之環狀或頭尾有環扣相結合之織物及氈呢（例如：供造紙漿或石棉水泥）
（第 59.10
節之機械用皮帶除外）。
（3）連結螺旋狀單絲所構成之製品，具有類似紡織物或氈呢之用途，用於上述（2）所述及的造紙及類似
機器方面。
（4）用於泵浦、馬達等的墊片及隔膜，以及墊圈（第 84.84 節者除外）。
（5）擦鞋機及其他機器用的圓碟、套筒及踏墊。
（6）榨油機用之紡織袋。
（7）切成定長的繩，具有打結、環或金屬、玻璃飾孔，供提花機或其他織布機之用者。
（8）織布機的投梭器。
（9）真空吸塵器的袋子，空氣過濾廠的過濾袋，引擎的濾油器等。
本節之紡織製品，如其本質上仍為紡織製品則能以其他材質為其附屬品。
。
。。

目註解：
第 5911.90 目
連結螺旋狀單絲所構成之製品，具有類似紡織物或氈呢之用途，用於造紙及類似機器方面者歸入本目中，而
非歸入第 5911.31 或 5911.32 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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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章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物品：
（a）第 58.04 節之鉤針花邊：
（b）第 58.07 節之針織或鉤針織成之標籤、徽章或類似品；或
（c）第五十九章 之針織品，或鉤針織品，經浸漬、塗布、被覆或黏合者，惟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針
織或鉤針圈絨布，仍歸入第 60.01 節。
2.─本章並包括金屬線製成之織物與製衣服者相同，供製家具或類似目的用。
3.─本分類各處所指「針織物」包括利用紡紗連環縫成之貨品。

目註：
1.─第 6005.35 目涵蓋聚乙烯纖維單絲或聚酯纖維複絲製經編織物，其重量每平方公尺不低於 30 公克，且不超過
55 公克，其所有網孔數量每平方公分不低於 20 個，且不超過 100 個，並且經亞滅寧(alpha-cypermethrin)、克凡
派(chlorfenapyr)、第滅寧(deltamethrin)、賽洛寧(lambda-cyhalothrin)、百滅寧(permethrin)或亞特松(pirimiphos-methyl)
等殺蟲劑浸漬或塗佈者。

總

則

本章包括之紡織物，其製成不像梭織物般以經緯線交織而成，而為一系列連結套環生產而成。通常此織物包
括：
（A）針織物（緯編及經編）
(Ⅰ) 緯編針織物是由一條連續不斷之彎曲線在織物上形成同向成排之環結，與相鄰之環結互相連繫而成網
眼。織物針目之間隔較寬鬆，故織物受力時易向各方伸展；惟如其中一線折斷則形成「梯形分裂」。
(Ⅱ) 經編針織物是由多條線在經線同方向行動（即沿布的長度方向），每一條線均形成一環結，左右交替
連結經編織物之圈環經常出現橫過織物的寬度。某種經編針織物，其經線分成兩組，按相反之方向以
45 度對角來回越過織物。此類織物不形成「梯形分裂」。如一方形小樣剪自經編織物，其紗不容易從
經緯任一方向拉開；若紗可從樣本上拉開時，則也僅能在經向被拉開（外觀圈環的直角方向）。
經編進一步包括：
（1）縫錠結合物，用紡製紗以鏈形縫法縫成者。
縫錠結合法使用類似經編織所用的機器，以點狀開鉤針及綜線操作。此針使與網狀紡織纖維，一
或數層的紡製紗，一層梭織物或塑膠薄片為底布之紗做成針目而製成織物。有時，此縫目可形成圈毛
或夾入圈毛（不論是否剪切），被褥產品以縫錠結合法製成者則不包括在內（第 58.11 節）。
（2）經編機製成之織物，其經線有一連串之鉤織環結，用以固定緯線，有時形成圖案。
所有以上(Ⅰ)及(Ⅱ)項之織物，其針法或簡單或複雜；有時可產生如花邊之多孔織物效果，惟無論
如何仍歸屬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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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言之，其獨特之針目足資與花邊予以區別（尤其在堅實的部分）。
（B）鉤針織物，係以一長線由手工用鉤針經過一線抽出另一線織成一連串之環結，並按環結之集結方式形成閉
式或多孔式之平紋或裝飾性織物。某種多孔式織物具有一連串之環結，形成方形、六角形或其他裝飾性之
圖案。
*
* *

本章所屬產品，係以二支或以上之編織針，或附有鉤之鉤織針以手工製成者；亦可以具有小而形狀特殊之鉤
針（鬚針或彈性針、織襪舌針及管狀針）之直式或圓編針織機製成。
本章包括針織或鉤針織品，不論其所使用之材料係歸屬第十一類中之任何紡織材料者；且不論其是否併用彈
性紗或橡膠線，亦包括由細金屬線所製成之針織品或鉤針織品，但此等產品必須明確地作為衣著、裝潢及類似用
途者。
本章包括成幅（包括管狀成幅者）或裁切成單純長方形（含正方形）之針織及鉤針織品。這些織物包括平紋
織物及羅紋織物，以及縫合或膠合而成的雙層織物。
所有這些織物可以經染色、印花或以異色紗製成。第 60.02 至 60.06 節之織物有時經起絨處理，織物的織法因
而被遮蓋。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由紡織纖維形成之網狀物經鉤出此網中纖維而成之縫錠結合物（第 56.02 節）。
（b）第 56.08 節之網及網狀編結物。
（c）第 57.05 節之針織地毯。
（d）第 58.04 節之網狀織物及鉤針花邊。
（e）成幅之織物切成長方形（含正方形）而經進一步處理者（如縫邊），已完成即可使用之製品（如頭巾）及以
針織或鉤針織成一定形狀，不論是以個別製件形式呈現或是其長度方向有若干件連成圖樣者（尤指歸列第
61、62 及 63 章製品）。
。
。。

目註解
第 6005.21 至 6005.44 及 6006.21 至 6006.44 目
針織或鉤針織物，未漂白、漂白、染色、異色紗或印花
第十一類目註 1 之規定，（d）至（h）亦適用針織品或鉤針織物，未漂白、漂白、染色、異色紗或印花者。
以全部的或部分的不同顏色之印花紗或相同顏色不同色度之印花紗織成之織物兩者都視為異色紗織物，而不能視
為染色織物或印花織物。

60.01-針織或鉤針織圈絨織物，包括「長絨」織物及毛巾織物。
6001.10-「長絨」織物
-毛圈織物：
6001.21--棉製
6001.22--人造纖維製
6001.29--其他紡織材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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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001.91--棉製
6001.92--人造纖維製
6001.99--其他紡織材料製
不像第 58.01 節之梭織物，本節之產品以針織方式製成，其主要之生產方法如下述：
（1）圓編機產製之針織品以加紗的方式使形成突出套環，然後切開套環而形成起毛狀，類似天鵝絨的表面。
（2）特別經編機以普通起毛紗面對面織成兩塊織物；然後切開而產生兩塊起毛針織物。
（3）以紡織纖維製成梳棉條插入正在成形的針織物的套環內（長絨布）。
（4）紗所形成之套環「（仿毛巾織物）」（參考註解總則之說明），此織物背面具有鎖鏈縫針目，不同於第 58.02
節之起毛織物者，織物其特點為成排縫目沿織物背面之長度方向，呈現平針縫的針目。
經飽和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針織或鉤針織品仍歸入本節中。
本節不包括：
（a）第 43.04 節之人造毛皮。
（b）梭織圈絨織物（第 58.01 節）。
（c）簇絨的針織或鉤針織品（第 58.02 節）。

60.02-針織品或鉤針織品，寬度不超過３０公分，且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者，
第 6001 節除外。
6002.40-含彈性紗重量在５％及以上，但不含橡膠線者
6002.90-其他
本節涵蓋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之針織品或鉤針織品，但第 60.01 節之圈
絨織物除外。
彈性紗之定義於第十一類類註 13。該目註所述加工紗已定義於第 54.02 節末段註解目註之詮釋中。
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塗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圈環花紗（第 56.06 節）。
（c）針織或鉤針織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第 58.07 節）。
（d）刺繡織物（第 58.10 節）。
（e）第五十九章之織物（如第 59.03 或 59.07 節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以及第 59.06 節橡膠處理之織物）
。
（f）第十一類類註 7 所指之製成品（也可參見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60.03-針織品或鉤針織品，寬度不超過３０公分者，第 60.01 或 60.02 節除外。
6003.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003.20-棉製
6003.30-合成纖維製
6003.40-再生纖維製
6003.90-其他
本節涵蓋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不含彈性紗或橡膠線，或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低於５％之針織品或鉤針織
品，但第 60.01 節之圈絨織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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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塗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圈環花紗（第 56.06 節）。
（c）針織或鉤針織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第 58.07 節）。
（d）刺繡織物（第 58.10 節）。
（e）第五十九章之織物（如第 59.03 或 59.07 節經飽和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第 59.06 節橡膠處理之織
物，及第 59.08 節之燈芯或煤氣罩）。
（f）第十一類類註 7 所指之製成品（也可參見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60.04-針織品或鉤針織品，寬度超過３０公分，且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者，第
60.01 節除外。
6004.10-含彈性紗重量在５％及以上，但不含橡膠線者
6004.90-其他
本節涵蓋寬度超過 30 公分，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在５％及以上之針織品或鉤針織品，但第 60.01 節之圈絨
織物除外。
彈性紗之定義於第十一類類註 13。該目註所稱加工紗之定義在第 54.02 節末註解之目註解中述及。
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塗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針織或鉤針織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第 58.07 節）。
（c）刺繡織物（第 58.10 節）。
（d）第五十九章之織物（如第 59.03 或 59.07 節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以及第 59.06 節橡膠處理之織物）
。
（e）第十一類類註 7 所指之製成品（也可參見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60.05-經編織物（包括在裝飾織物機上作成者）第 60.01 至 60.04 節除外。
-棉製：
6005.21--未漂白或漂白
6005.22--染色者
6005.23--異色紗織成者
6005.24--印花者
-合成纖維製：
6005.35--本章目註 1 所述之織物
6005.36--其他，未漂白或漂白
6005.37--其他，染色者
6005.38--其他，異色紗織成者
6005.39--其他，印花者
-再生纖維製者：
6005.41--未漂白或漂白
6005.42--染色者
6005.43--異色紗織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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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44--印花者
6005.90-其他
本節涵蓋寬度超過 30 公分，不含彈性紗或橡膠線，或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低於５％之經編針織物，但第
60.01 節之圈絨織物除外。也含蓋聚乙烯纖維單絲或聚酯纖維複絲製經編織物，其重量每平方公尺不低於 30 公克，
且不超過 55 公克，其所有網孔數量每平方公分不低於 20 個，且不超過 100 個，並且經亞滅寧(alpha-cypermethrin)、
克凡派(chlorfenapyr)、第滅寧(deltamethrin)、賽洛寧(lambda-cyhalothrin)、百滅寧(permethrin)或亞特松(pirimiphos-methyl)
等殺蟲劑浸漬或塗佈者（參考本章目註一）。有關經編針織物之製造細節（包括在裝飾織物機上作成者）參見第
六十章註解總則（A）部分（Ⅱ）。
經編針織物可為各種不同形式，除了傳統無開口之織物，用來製作成衣外套之外，尚包含了開孔織物。這些
織物是以經編針織機（特別是拉斜爾針織機）製成，常與網狀織物或花邊織物相類似（但不應將前者誤認為後者，
參見第 58.04 節之註解），且常用來製作窗簾。像機製花邊一樣，此種仿花邊針織或鉤針織製品，常有相當寬幅，
完工時切成長條狀。此種不定長且邊為直而平行的條狀物，寬超過 30 公分者，歸列在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塗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針織或鉤針織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第 58.08 節）。
（c）刺繡織物（第 58.10 節）。
（d）第五十九章之織物（如第 59.03 或 59.07 節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以及第 59.06 節橡膠處理之織物，
及第 59.08 節之燈芯或煤氣罩）。
（e）第十一類類註 7 所指之製成品（也可參見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60.06-其他針織或鉤針織品。
6006.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棉製：
6006.21--未漂白或漂白
6006.22--染色者
6006.23--異色紗織成者
6006.24--印花者
-合成纖維製：
6006.31--未漂白或漂白
6006.32--染色者
6006.33--異色紗織成者
6006.34--印花者
-再生纖維製者：
6006.41--未漂白或漂白
6006.42--染色者
6006.43--異色紗織成者
6006.44--印花者
6006.90-其他
本節涵蓋本章前述各節以外之針織或鉤針織品。
本節包括例如寬度超過 30 公分，不含彈性紗或橡膠線，或含彈性紗或橡膠線重量低於５％之緯編針織及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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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織品。“緯編針織物”及“鉤針織物”之定義在本章註解中詮釋（分別見總則（A）（I）及（B））。
本節亦不包括：
（a）繃帶，已塗浸藥物或包裝供零售用者（第 30.05 節）。
（b）針織或鉤針織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第 58.07 節）。
（c）刺繡織物（第 58.10 節）。
（d）第五十九章之織物（如第 59.03 或 59.07 節經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織物以及第 59.06 節橡膠處理之織物，
及第 59.08 節之燈芯或煤氣罩）。
（e）第十一類類註 7 所指之製成品（也可參見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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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章註：
1.─本章僅適用於針織或鉤針織品。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62.12 節之貨品；
（b）第 63.09 節舊衣著或其他舊貨品；或
（c）整形用具、外科手術帶、脫腸帶或類似品（第 90.21 節）。
3.─就第 61.03 及 61.04 節而論：
（a）所稱「整套西裝」係指由二件或三件外觀完全相同之織物構成之一套服裝，包括：
－一件外套或夾克，除袖子外係由四或以上之嵌料構成者，其設計在於覆蓋上半身，可附加裁製背心，
該背心前面部分係以與該套服裝其他構成組件之表面相同之織物製成，而背心後面部分則係以與外套
或夾克之襯裡相同之織物製成者；及
－一件設計用於覆蓋下半身之衣著，為長褲、膝褲或短褲（不包括游泳褲）、裙子或褲裙，沒有吊帶也
沒有圍兜者。
所有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之結構、顏色及成分；亦必須是相同形式及對稱或相配
合之尺寸。但，這些構成組件得有不同織物之細嵌邊（在邊縫所縫之扁條織物）。
假使同時有數件覆蓋下半身之分開的構成組件（例如兩條長褲或長褲及短褲，或裙子或褲裙及長
褲），則下半身之構成組件應為一條長褲，或如係婦女或女童整套西裝，則為裙子及褲裙，其他衣著
則應視為分開的衣服。
所稱「整套西裝」包括下列成套之衣著，不論其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情況：
－晨禮服，包括以圓擺垂置背後之常禮服及有條紋之長褲；
－晚禮服（燕尾服），一般以黑色織物製成，禮服前擺較短，非包滿前身而臀部有窄開叉，且垂置於背
後；
－正餐套裝，此禮服在式樣上與一般禮服相似（前面襯衫部分或許較外露），但有光亮絲質或仿絲翻領。
（b）所稱「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著（不同於整套西裝及第 61.07、61.08 或 61.09 節的製品），包括同一織
物製成的數件，作為零售用，包括：
－一件供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不包括作為雙件式套服第二層之套頭衫及上身衣著第二層之外穿式背
心，及
－一件或二件不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不含泳衣）、裙子
或褲裙所組成。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結構、形式、顏色及成份、其尺寸必須是相同或相通的，
此「搭配式套裝」不適用於第 61.12 節的競賽裝、滑雪服。
4.─第 61.05 節及 61.06 節不包括口袋低於腰部的衣著，具有羅紋腰帶或衣著底部用其他方法綁緊者，或衣著在面
積至少 10 公分×10 公分之每一方向平均每公分長度少於 10 針，第 61 .05 節不包括無袖衣著。
5.－第 61.09 節不包括有拉繩、羅紋腰帶或以其他方法綁緊衣著底部之衣著。
6.─就第 61.11 節而論：
（a）所稱「嬰兒衣服及附屬服飾品」，係指幼童身高不超過 86 公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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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同時歸入第 61.11 節及本章其他節號之物品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1.11 節。
7.─就第 61.12 節而論，「滑雪服」係指一件或成套服裝，以其外觀及組織，而被認為主要在滑雪時穿用（越野或
高山上的），其由下列二者之一所組成：
（a）「滑雪連身服」係一件衣服用以覆蓋全身；附加袖子及領子，滑雪連身服可有口袋或是扣帶；或
（b）「滑雪套裝」係一套衣服，由二或三件所組成，做為零售用，並包括：
－一件如附頭巾的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克或類似製品，以拉鏈扣合，可能加有背心。
－一條長褲，不論是否長至腰部以上，一條膝褲或圍兜或連兜背帶式工作褲。
「滑雪套裝」同時可包括類似如（a）之連身服，外加有填充料無袖夾克。
所有「滑雪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組織、形式、成份的織物，但不論是否同色，也必須是相同或
相容的尺寸。
8.─可同時歸入第 61.13 節及本章其他節號（不包括第 61.11 節）之衣服，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1.13 節。
9.─本章衣服在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應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而其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
右邊在左邊之上，應視為女用或女童用衣服。此項規定不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供男性或女性用之衣服式
樣者。
衣服無法辨明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女用或女童用之衣服，則歸入屬於女用或女童用衣服之節號中。
10.─本章之製品可以金屬線製成。

總

則

本章包括針織或鉤針織製成之男用、男童用、女用或女童用衣服製品及其附屬品。同時亦包括針織或鉤針織
製成的衣服部品或附屬品的部品。然而並不包括針織或鉤針織之胸罩、束腰、緊腰衣、吊褲帶、吊帶、吊襪或類
似品或其附件（第 62.12 節）。
本章貨品之分類並不受有無如梭織物、毛皮、羽毛、皮革、塑膠或金屬之部品或附屬品之影響。然而此類物
品之存在，其構成不僅作為裝飾用時，則其製品依相關章註歸類（在第四十三章章註 4 及六十七章章註 2（b），
各別考慮毛及羽毛的存在），否則依解釋準則之歸類。
本章保留電熱製品。
依本章註九衣服規定之適用，其前面開合之繫結或重疊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則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當
開合繫結或重疊部分右邊在左邊之上則視為女用或女童用衣服。
此項規定不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上供男性或女性之衣服式樣者； 衣服如不能辨別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
女用或女童用之衣服，則歸入屬於女用或女童用衣服之節號內。
襯衫及襯衫式女衫為覆蓋上半身之衣服，具有長或短袖及領口為全開或部分開口。可有腰部以上的口袋及衣
領。
依第十一類類註 14，不同節之衣服即使是組成套作為零售用者，仍需歸入其各別之節中，然而此並不適用於
本章特別提及之成套衣服，例如，套裝、睡衣、泳裝。應注意，第十一類類註 14 之適用，所稱“紡織類衣服”
係指稅則第 61.01 至 61.14 之衣服。
本章也包括上述之未完成或未完全製品，包括用以製成此製品之已成形針織或鉤針織品，若此類產品有製成
品所具備的主要特質則可和完成品歸於同一節中。然而成衣或衣服附屬品之鉤針織零件（不同於第 62.12 節者）
則歸入第 61.17 節。
針織或鉤針織成形之服裝，服飾附屬品或其零件，不論是分別為不同圖樣者或長度方向具有若干圖案者均視
為製成品（第十一類類註 7（b）及 7（g））。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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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39.26，40.15，42.03 或 68.12 節之成衣製品及衣服的附屬品。
（b）針織或鉤針織布料經某種加工（例如縫邊或製成領口形狀）而欲製成衣服，但尚未足以完全辨識為衣服或
衣服之零件者（第 63.07 節）。
（c）第 63.09 節舊衣著或其他舊貨品。
（d）洋娃娃用衣著（第 95.03 節）。
。
。。

目註解：
第 58.11 節成幅褥墊紡織產品之製品分類
第 58.11 節成幅褥墊紡織產品之製品，依第十一類目註 2 的規定下歸入本章節之目中，就此歸類中，以外用
織物的紡織材料，賦予此製品它的主要特性。此係指如男用褥墊附頭巾禦寒外套為 60％棉及 40％聚酯之針織外用
織物，此衣著歸入第 6101.20 目中，需特別注意的是，即使此外用織物本身歸於第 59.03，59.06 及 59.07 節中，此
衣著不歸入第 61.13 節中。

61.01-男用或男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附頭巾之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
、風衣
、擋風夾克及類似品，針織或鉤針織者，但第 61.03 節所列者除外。
6101.20-棉製
6101.30-人造纖維製
6101.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男用或男童用針織或鉤針織衣著類，其特性為一般均穿在其他衣服的外面，作為禦寒保護用。包括：
厚大衣、雨衣、駕車外套、披風（含 Ponchos,Cloaks），附頭巾之禦寒外套（含滑雪夾克）、風衣、防風夾克及類
似物品：如七分外套、厚實大衣、附頭巾的披風、粗呢絨外套、防水風衣、長袍、附頭巾之羊毛衫、填塞背心。
本節不包括：
（a）第 61.03 節的衣著。
（b）第 59.03、59.06 或 59.07 節之針織或鉤針織品製成之衣著。

61.02-女用或女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
、風
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針織或鉤針織，第 61.04 節所列者除外。
6102.1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2.20-棉製
6102.30-人造纖維製
6102.90-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1 節註解之規定亦可適用於本節之製品。

61.03-男用或男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
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針織或鉤針織者。
6103.10-整套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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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式套裝：
6103.22--棉製
6103.23--合成纖維製
6103.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夾克及西裝式外套：
6103-3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3.32--棉製
6103.33--合成纖維製
6103.39--其他紡織材料製
-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
6103.4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3.42--棉製
6103.43--合成纖維製
6103.4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僅包括男用或男童用針織或鉤針織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長褲、膝褲及短褲（不
包括泳衣）及連兜背帶式工作褲。
（A）關於章註 3（a），應注意下列各事項：
（a）用以覆蓋上半身之「外套或夾克」其前端為全開襟，無釦或有釦（拉鍊除外），其長度不超過中股處，
且不是用來穿在其他外套、夾克或西裝式外套之上者。
（b）做成外套或夾克外表之嵌料（至少二片在前，二片在後）必須縱向縫合。「嵌料」一詞不包括任何袖
子，飾邊或領子。
（c）「裁製背心」前面部分係以與該套服裝其他構成組件表面相同之織物製成，而背心後面部分則係以與
外套或夾克襯裡相同之織物製成，亦得包括在套裝內。
所有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之結構、顏色及成分；亦必須是相同形式及對稱或相配合之
尺寸。但，這些構成組件得有不同織物之細嵌邊（在邊縫所縫之扁條織物）。
倘若同時有數件覆蓋下半身之分開構成組件（例如：二件長褲，或長褲與短褲），則下半身之構成組
件應為一條長褲，其他衣著則應視為分開的衣服。
章註三（a）所稱之「同一織物」一詞係指單一相同織物，亦即織物必須：
－構造相同，亦即必須以相同之紗結合(yarn-bonding)技術製成（織針隔距相同），且組織結構及紗細度（例
如：分德士數）亦必須相同。
－顏色相同（頻色之色度及式樣亦須相同）；包括使用以不同色紗製之織物及印花織物；
－成份相同，亦即所用之紡織材料百分比（例如：含羊毛重量 100％，含合成纖維重量 51％，含棉花重量
49％）亦必須相同。
（B）所稱「男用或男童用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著（整套西裝及第 61.07、61.08 或 61.09 節的製品除外），由
同一織物製成的數件組成，做為零售用，包括：
－一件供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不包括作為雙件式套服第二層之套頭衫及上身衣著第二層之外穿式背心，
及
－一件或二件不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不含泳衣）。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組織、式樣、顏色及成份；其尺寸也必須是相當或相容的。
此「搭配式套裝」不適用於第 61.12 節的競賽裝及滑雪服（見章註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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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夾克或西裝式外套」之特性與章註 3（a）及上述（A）部分所述之外套及夾克特性相同，但外表（不包
括任何袖子，飾邊或領子）得由以縱向縫合之三或更多片嵌料（二片在前端）構成。但是，本節不包括第
61.01 節或 61.02 節之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風衣、滑雪夾克及類似衣著。
（D）「褲子」係指分別遮蓋各腿部的衣服，蓋住膝蓋後再延伸至足踝或以下，此類衣著通常至腰部止；吊帶的
使用並不使此衣著失去其長褲的特質。
（E）「連兜背帶式工作褲」係指下圖 1 至 5 所示形式之衣著或不蓋及膝蓋之類似衣著。

（F）「短褲」係指不蓋住膝蓋的「褲子」。
本節不包括：
（a）非併合使用之縫製背心（第 61.10 節）。
（b）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衣（第 61.12 節）。

61.04-女用或女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洋裝、裙、褲裙、長褲、連
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針織或鉤針織者。
-整套西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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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13--合成纖維製
6104.19--其他紡織材料製
-搭配式套裝：
6104.22--棉製
6104.23--合成纖維製
6104.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夾克及西裝式外套：
6104.3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4.32--棉製
6104.33--合成纖維製
6104.39--其他紡織材料製
-洋裝：
6104.4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4.42--棉製
6104.43--合成纖維製
6104.44--再生纖維製
6104.49--其他紡織材料製
-裙及褲裙：
6104.5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4.52--棉製
6104.53--合成纖維製
6104.59--其他紡織材料製
-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
6104.6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04.62--棉製
6104.63--合成纖維製
6104.6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3 節註解之規定亦適用於本節之製品。
所有女用或女童用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在結構、顏色、成份上必須相同，在款式上必須
相同，尺寸大小也必須相當或相容的。然而這些構成組件得有不同材質的衣服滾邊（滾邊係縫於衣服接縫上之細
長型織物）。
如果有數件覆蓋下半身穿著的組件同時進口（例如：裙子或褲裙及長褲），則構成下半身的衣著應為裙子、
褲裙，至於其他衣服，則視為個別衣服歸類。
然本節所稱「女用或女童用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著（整套西裝及第 61.07、61.08 或 61.09 節的製品除外），
由同一織物製成的數件組成，做為零售用，包括：
－一件供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不包括作為雙件式套服第二層之套頭衫及上身衣著第二層之外穿式背心，及
－一件或二件不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不含泳衣），而不論有無連
兜背帶式的裙子或褲裙。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成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組織、式樣、顏色及成份；其尺寸也必須是相當或相容的。此「搭
配式套裝」不適用於第 61.12 節的競賽裝及滑雪服（見章註 3（b））。
此外，本節不包括第 61.08 節的襯裙及套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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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5-男用或男童用襯衫，針織或鉤針織者。
6105.10-棉製
6105.20-人造纖維製
6105.90-其他紡織材料製
除了第 61.07 節之睡衣及第 61.09 節之Ｔ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外，本節包括男用或男童用之針織或鉤針織襯
衫、含衣領可分開的襯衫、禮宴襯衫、運動襯衫及休閒襯衫。
本節不包括無袖衣著及口袋低於腰部的衣著，具有羅紋腰帶或底部用其他方法綁緊之衣著，衣著在量度面積
至少 10 公分×10 公分之每一方向平均每公分少於 10 縫目者（如章註 4）。
不被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襯衫之衣著及依據章註 4 而被排除於本節之外者，通常歸類如下：
─口袋在腰部以下者，如第 61.03 節的夾克，或第 61.10 節的無領開襟上衣。
─以羅紋腰帶或其他方法綁緊衣服底部者，或每公分平均少於十縫目者；第 61.01 或 61.10 節。
─男用或男童用無袖衣著，第 61.09、61.10 或 61.14 節。

61.06-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及短衫，針織或鉤針織者。
6106.10-棉製
6106.20-人造纖維製
6106.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針織或鉤針織女用或女童用衣服類，含上衣、襯衫及短衫。
本節不包括口袋低於腰部之衣著，具有羅紋腰帶或底部用其他方法綁緊之衣著，或衣著在量度面積至少 10
公分×10 公分之每一方向平均每公分少於 10 縫目者（見章註 4）。
不被視為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或短衫之衣著及依據章註 4 而被排除於本節之外者，通常歸類如下：
─口袋在腰部以下者，如第 61.03 節的夾克，或第 61.10 節的無領開襟上衣。
─以羅紋腰帶或其他方法綁緊衣服底部者，或每公分平均少於十縫目者；第 61.02 或 61.10 節。
此外，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Ｔ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第 61.09 節）。
（b）第 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的衣服（第 61.13 節）。
（c）工作服及類似保護用衣服，第 61.14 節。

61.07-男用或男童用內褲、三角褲、睡衣、睡衣褲、浴袍、晨衣及類似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內褲及三角褲：
6107.11--棉製
6107.12--人造纖維製
6107.19--其他紡織材料製
-睡衣及睡衣褲：
6107.21--棉製
6107.22--人造纖維製
6107.29--其他紡織材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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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6107.91--棉製
6107.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兩種不同類別的男用或男童用針織或鉤針織衣服，即內褲，三角褲和類似品（內衣類）、及睡衣、
睡衣褲、浴袍（含海濱長袍），晨衣及類似品。
本節不包括汗衫及其他背心（第 61.09 節）。

61.08-女用或女童用套裙、襯裙、三角褲、短內褲、睡袍、睡衣褲、便服、浴袍、晨衣及類似
物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套裙及襯裙：
6108.11--人造纖維製
6108.19--其他紡織材料製
-三角褲及短內褲：
6108.21--棉製
6108.22--人造纖維製
6108.29--其他紡織材料製
-睡袍及睡衣褲：
6108.31--棉製
6108.32--人造纖維製
6108.3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108.91--棉製
6108.92--人造纖維製
6108.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兩種不同類別的女用或女童用針織或鉤針織衣服，則套裙、襯裙、三角褲、短內褲和類似品（內衣
類）、及睡袍、睡衣、便服、浴袍（含海濱長袍），晨衣及類似品。
本節不包括汗衫及其他背心（第 61.09 節）。

61.09-Ｔ恤衫、汗衫及其他背心，針織或鉤針織者。
6109.10-棉製
6109.90-其他紡織材料製
「Ｔ恤衫」係指背心型式之輕質針織或鉤針織衣著，棉製或人造纖維製，非起絨、無毛絨或毛圈織物，單色
或多種顏色，有或無口袋、有貼身短或長袖、無鈕扣或其他扣件、無衣領、領口處不開口，有貼身或較低的領口
（圓領、方領、船型領或Ｖ型領口）。此類衣物可有非花邊的裝飾，以印花、針織或其他方法而製成圖案或題辭
的形式做廣告之用。該等衣著底部通常有縫邊。
本節同時包括汗衫及其他背心。
必須注意的是歸入本節之上述製品並無男用或女用服裝之區別。
依照章註 5 規定，本節不包括有拉帶，羅紋腰帶或以其他方法綁緊衣著底部之衣著。
此外，本節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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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61.05 節的男用或男童用襯衫。
（b）第 61.06 節的女用或女童用罩衫、襯衫及襯衫式罩衫。

61.10-套頭衫、開襟上衣、外穿式背心及類似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10.11--羊毛製
6110.12--喀什米爾羊毛製
6110.19--其他
6110.20-棉製
6110.30-人造纖維製
6110.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上半身穿著，不分男用或女用之針織或鉤針織衣服（套頭衫[含側邊無縫]、開襟上衣、外穿式背心
及類似品）。衣服附有保護件，如在衣袖縫上肘墊及用於某些運動者（如足球守門員球衣）仍歸入本節。
本節也包括裁縫背心，但不包括當此背心使用於第 61.03 或 61.04 節男用、男童用或者女用、女童用套裝之構
成件（視情況而定）。
本節也不包括第 61.01 或 61.02 節一般均穿在其他衣服的外面，作為禦寒保護用之填塞背心。
。
。。

目註解：
第 6110.12 目
第 5102.11 目註解之規定亦適用本目之產品。

61.11-嬰兒服裝及服飾附屬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6111.20-棉製
6111.30-合成纖維製
6111.90-其他紡織材料製
依據章註 6（a）所示「嬰兒服裝及服飾附屬品」，適用於幼童身高不超過 86 公分者。
本節包括針織或鉤針織便服外套、含帽套裝、背心連褲童裝外衣，嬰兒圍兜、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
緊身襪褲，及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嬰兒軟鞋。
必須註明的為可同時歸入第 61.11 節及本章其他節之物品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1.11 節（章註 6（b））。
本節不包括：
（a）針織或鉤針織之嬰兒帽（第 65.05 節）。
（b）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第 96.19 節）。
（c）明確涵蓋於本商品分類中其他章之嬰兒服飾附屬品。

61.12-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衣，針織或鉤針織者。
-競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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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11--棉製
6112.12--合成纖維製
6112.19--其他紡織材料製
6112.20-滑雪服
-男人或男童用泳裝：
6112.31--合成纖維製
6112.39--其他紡織材料製
-女人或女童用泳裝：
6112.41--合成纖維製
6112.4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
（A）競賽裝，即兩件式針織物，無內襯但有時其內面起毛，因其外觀及織物性質，明顯可知專門或主要做為運
動穿著之用。
競賽裝包含兩件服裝，即：
－件用來覆蓋上半身而及於或略超過腰部。長袖，在袖口處有羅紋或鬆緊帶、拉鏈或其他扣緊件。在衣服
底部常被發現有束繩等的類似扣緊件，當前端為半開或全開時，通常以拉鏈扣緊之。不論是否附有頭巾、
領及口袋。
－第二件服裝（一條褲子），可能是寬鬆或緊身的，有或無口袋，腰部以鬆緊腰帶、束繩或其他方法扣緊，
在腰圍無開口，因此沒有鈕扣或其他扣緊物。然而此類長褲通常長至足踝，在褲管底端配有羅紋或鬆緊
帶、拉鏈或其他扣件。不論是否有足扣帶。
（B）「滑雪服」，數件或成套服裝，以其外觀及組織，而被認為主要在滑雪時穿用（越野或高山上），包括下
列二者之一：
（1）一件「滑雪連身服」，即一件式的衣服用來覆蓋上半身及下半身；附有袖子及衣領，可有口袋或足扣
帶；或
（2）「滑雪全套裝」，即包括二或三件成套之衣服、作為零售用，含：
－一件上衣，如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克或類似物，以拉鏈扣合，可能加有背心。
－一條褲子，不論是否高過腰部，一條及膝褲或一件圍兜及吊褲連身服。
「滑雪全套裝」可包括類似上段（1）所示之連身服、其外穿上無袖式的填塞夾克。所有「滑雪全套裝」
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組織、式樣、成份的織物，但不論是否為同色製成，也必須是相當或相容的尺寸（章
註 7）。
（C）泳裝（針織或鉤針織之一件式或兩件式浴衣、游泳短褲及泳褲，不論是否具有彈性）。

61.13-第 59.03、59.06 或 59.07 節針織或鉤針織物所製成之衣服。
除了第 61.11 節之嬰兒服裝，本節包括第 59.03、59.06、或 59.07 節針織或鉤針織品所製成之所有服裝，而不
分男用或女用。
本節包括雨衣、防水衣、潛水服或防輻射保護服，不兼備呼吸器。
必須注意的是可同時歸入本節及本章其他節別之製品除 61.11 節外，應優先考慮歸入本節（章註 8）。
此外，本節不包括：
（a）第 58.11 節成幅褥墊紡織品製成的衣服（一般第 61.01 或 61.02 節），詳如本章註解總則末之目註解。
（b）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針織或鉤針織（第 61.16 節）及其他服飾附屬品，針織或鉤針織（第 61.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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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4-其他衣服，針織或鉤針織者。
6114.20-棉製
6114.30-人造纖維製
6114.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針織或鉤針織衣服，其未在本章以上各節所明確包括者。
本節亦包括：
（1）圍裙、鍋爐裝（工裝褲）工作服及機工、工廠工人及外科醫生等穿用之其他防護衣。
（2）牧師或教會服及法服（如道士服、袈裟、罩袍，黑祭司服、白袈裟）。
（3）專門職業或學位服及禮服。
（4）飛行員穿之特別飛行服等（如飛行員之電熱服）
（5）某些運動、跳舞或體操用（如擊劍服、騎師服、芭蕾舞裙、舞蹈用敞領緊身衣）之特殊衣服，不論其是否
在肘、膝或鼠蹊部縫上墊片或填充物等附帶保護件。惟不包括運動或遊戲防護設備（例如，擊劍面具和護
胸、冰球褲等）（第 95.06 節）。

61.15-褲襪、緊身襪褲、長襪、短襪及其他襪，包括分等級之壓力襪（例如：靜脈瘤用長襪）
及無實用鞋底之鞋襪，針織或鉤針織者(+)。
6115.10-分等級之壓力襪（例如： 靜脈瘤用長襪）
-其他褲襪及緊身襪褲：
6115.21--合成纖維製，每股單絲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以下者
6115.22--合成纖維製，每股單絲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及以上者
6115.29--其他紡織材料製
6115.30-其他女用長襪或膝襪，每股單絲在 67 分德士（即 60.3 丹尼）以下者
-其他：
6115.94--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15.95--棉製
6115.96--合成纖維製
6115.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下列針織或鉤針織貨品，而不區分為女用或女童用及男用或男童用者。
（1）褲襪及緊身褲襪，用以覆蓋足部及腿部（襪），及腰部以下之下半身（褲），也包括無足部者。
（2）長襪及短襪（含僅蓋住足踝之短襪）。
（3）內護襪，主要作為防寒保護用。
（4）分等級之壓力襪，例如：靜脈瘤用長襪。
（5）保護長襪之足、趾而免於磨擦或磨損之承窩。
（6）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之靴鞋，不包括嬰兒用軟鞋。
本節也包括以針織或鉤針織品製成之未完成長襪、短襪等，若其具有完成品之主要特性時。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嬰兒穿著之長襪、短襪及非以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將外底固定在鞋面上之軟鞋（第 61.11 節）。
（b）長襪、短襪等，非針織或鉤針織者（第 62.17 節）。
（c）用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將外底固定在鞋面上之針織靴鞋（第六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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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護腿及綁腿（含無足部之登山襪）（第 64.06 節）。
。
。。

目註解：
第 6115.10 目
第 6115.10 目所稱「分等級之壓力襪」，係指長襪中之壓力於腳踝處為最大，而沿腿長度方向漸次向上遞減，
以促進血液流動。

61.16-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針織或鉤針織者。
6116.10-以塑膠或橡膠浸漬、塗佈或被覆者
-其他：
6116.9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116.92--棉製
6116.93--合成纖維製
6116.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所有針織或鉤針織手套，並無男用或男童用及女用或女童用之區別。其包括各指分開的一般短手
套，僅蓋住手指一部分的露指手套，僅拇指分開的併指手套，及長手套或可蓋住前臂甚至上臂的一部分之其他長
的手套。
本節也包括以針織或鉤針織製之未完成手套，其具有完成品之主要特性。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內襯以毛皮或人造毛皮之針織或鉤針織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或毛皮或人造毛皮在外者 （不含僅作
裝飾用者）（第 43.03 或 43.04 節）。
（b）嬰兒用手套、併指手套或露指手套（第 61.11 節）。
（c）紡織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非針織或鉤針織者（第 62.16 節）。
（d）按摩或盥洗用手套（第 63.02 節）。

61.17-其他製成之服飾附屬品，針織或鉤針織者；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針織或鉤針織者
。
6117.10-披巾、圍巾、領巾、頭紗、面紗及類似品
6117.80-其他附屬品
6117.90-零件
本節包括製成之針織或鉤針織服飾附屬品，而不在本章以前各節或他處指定或包括者，本節同時包括針織或
鉤針織之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不含第 62.12 節製品之零件）。
本節包括：
（1）披巾、圍巾、領巾、頭紗、面紗及類似品。
（2）領帶、領結及領巾。
（3）服飾防護物、墊肩或其他襯墊。
（4）所有種類的帶子（含斜佩肩上的子彈帶），及肩帶（如軍隊或教會的），不論是否具有彈性。此類製品包
括併合有扣子或其他貴金屬扣合者，或以珍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的、合成的或再製的）裝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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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手袋，含僅作裝飾用之毛皮或人造毛皮覆於外者。
（6）護袖。
（7）膝帶，不含第 95.06 節作為運動用者。
（8）標籤、徽章、標記、標誌及類似品（不包括第 58.10 節之刺繡圖案），已製成但不同於僅裁成形狀或尺寸者
（當僅做至裁成形狀或尺寸之物品則歸於第 58.07 節）。
（9）雨衣或類似衣服分開之裏襯。
（10）口袋、袖子、領子、圍巾、頭巾、各種飾物（如薔薇花飾、蝴蝶結、褶飾、縐邊飾及荷葉邊飾）、緊身前
胸衣、垂胸領飾、袖口、抵片（約克）、西服翻領及類似物。
（11）手帕。
（12）頭帶，如用於禦寒、固定頭髮於一定的位置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61.11 節針織或鉤針織之嬰兒用服飾附屬品。
（b）胸罩、束腰、緊身褡、吊褲帶、吊帶、吊襪及類似品及其零件（第 62.12 節）。
（c）工作用帶子（如清窗工及電匠用帶）或非衣服用之薔薇花飾（第 63.07 節 ）。
（d）針織或鉤針織之帽類（第 65.05 節）及其配件（第 65.07 節）。
（e）羽毛飾物（第 67.01 節）。
（f）第 67.02 節之人工花飾、葉飾或果飾。
（g）針織帶上壓扣物之扁條、鉤及眼（第 60.01、60.02、60.03、83.08 或 96.06 節視情況而定）。
（h）拉鏈（第 96.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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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章
非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章註：
1.─本章僅適用於除填塞料外之已製作之任何紡織品，不包括針織或鉤針織品（第 62.12 節之物品除外）。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舊衣著或其他舊貨品（第 63.09 節）；或
（b）整形用具、外科手術帶、脫腸帶或類似品（第 90.21 節）。
3.─就第 62.03 及 62.04 節而論：
（a）所稱「整套西裝」係指一套由二件或三件外觀完全相同之織物構成之一套服裝，包括：
－一件外套或夾克，除袖子外係由四或以上之嵌料構成者，其設計在於覆蓋上半身，可附加裁製背心，
該背心前面部分係以與該套服其他構成組件之表面相同之織物製成，而背心後面部分則係以與外套或
夾克之襯裡相同之織物製成者；及
－一件設計用於覆蓋下半身之衣著，為長褲、膝褲或短褲（不包括游泳褲）、裙子或褲裙，沒有吊帶也
沒有圍兜者。
所有整套西裝之構成組件必須是同一織物之結構、頻色及成分；亦必須是相同形式及對稱或相配合
之尺寸。但，這些構成組件得有不同織物之細嵌邊（在邊縫所縫之扁條織物）。
假使同時有數件覆蓋下半身之分開的構成組件（例如兩條長褲或長褲及短褲，或裙子或褲裙及長
褲），則下半身之構成組件應為一條長褲，或如係婦女或女童整套西裝，則為裙子或褲裙，其他衣著則
應視為分開的衣服。
所稱「整套西裝」包括下列成套之衣著，不論其是否完全符合上述情況：
－晨禮服，包括以圓擺垂置背後之常禮服及有條紋之長褲；
－晚禮服（燕尾服），一般以黑色織物製成，禮服前擺較短，非包滿前身在臀部有窄開叉，且垂置於背
後；
－正餐套裝，此禮服在式樣上與一般禮服相似（前面襯衫部分或許較外露），但有光亮絲質或仿絲翻領。
（b）所稱「搭配式套裝」係指一套衣服（不同於整套西裝及第 62.07 或 62.08 節的製品），包括同一織物製成
的數件，作為零售用，包括：
－一件上半身穿著之衣服，但不包括作為上身衣著第二層之外穿式背心，及
－一或二件不同的下半身穿著之衣服，由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短褲（不包括泳衣）、裙子
或褲裙所組成。
所有搭配式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織物的結構、形式、顏色及成份，其尺寸必須是相同或相通的。
此「搭配式套裝」不適用於第 62.11 節的競賽裝、滑雪服。
4.─就第 62.09 節而論：
（a）所稱「嬰兒衣服及服飾附屬品」，係指幼童身高不超過 86 公分者；
（b）可同時歸入第 62.09 及本章其他節號之物品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2.09 節。
5.─可同時歸入第 62.10 節及本章其他節號（不包括第 62.09 節）之衣服，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2.10 節。
6.─就第 62.11 節而論，「滑雪服」係指一件或成套服裝，以其外觀及組織，而被認為主要在滑雪時穿用（越野或
高山上的），其由下列二者之一所組成：
（a）「滑雪連身服」係一件用以覆蓋全身衣服；附加袖子及領子，滑雪連身服可有口袋或是扣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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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滑雪套裝」係一套衣服，由二或三件所組成，做為零售用，並包括：
－一件如附頭巾的禦寒外套、風衣、擋風夾克或類似製品，以拉鏈扣合，可能加有背心。
－一條長褲，不論是否長至腰部以上，一條膝褲或連兜背帶式工作褲。「滑雪套裝」同時可包括類似似
如（a）之連身服，外加有填充料無袖夾克。
所有「滑雪套裝」的構成件必須是同一組織、形式、成份的織物，但不論是否同色，也必須是相同或相
容的尺寸。
7.─圍巾及圍巾形式製品，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其每邊不超過 60 公分者，按手帕（第 62. 13 節）分類。任何一
邊超過 60 公分之手帕則歸入第 62.14 節。
8.─本章衣服在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應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而其設計上前面開合部分，
右邊在左邊之上，應視為女用或女童用衣服。此項規定不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供男性或女性用之衣服式
樣者。
衣服無法辨明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女用或女童用之衣服，則歸入屬於女用或女童用衣服之節號中。
9.─本章之製品可以金屬線製成。

總

則

本章包括男用、女用或兒童用衣服製品、服飾附屬品及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以第五十至五十六、五十
八及五十九章之織物製成（不含填充料，但包括氈呢及不織布）。除了第 62.1 2 節之製品外，本章不包括針織或
鉤針織品製成之衣服，服飾附屬品及零件。
本章貨品之分類不受有無如針織或鉤針織物、毛皮、羽毛、皮革、塑膠或金屬之零件或附屬品之影響。然而
此類物質之存在，其構成不僅作為裝飾用時，則製品依相關章註歸類（特別在第四十三章章註 4 及第六十七章章
註 2（b），分別與毛皮及羽毛有關聯），無法歸類時則依解釋準則歸類。
本章保留電熱製品。
依本章註八衣服規定之適用，其前面開合之繫結或重疊部分左邊在右邊之上，則視為男用或男童用衣服，當
開合之繫結或重疊部分右邊在左邊之上則視為女用或女童用衣服。
此項規定不適用已明確地顯示其設計上供男性或女性之衣服式樣者；衣服如不能辨別為男用或男童用或者女
用或之童用之衣服，則歸入屬於女用或女童用衣服之節號內。
襯衫、襯衫式女衫為覆蓋上半身之衣服，具有或長或短之袖子及全開或半開之領口。女衫亦為覆蓋上半身的
衣服但可無袖及無領口。
依第十一類類註 14，不同節之衣服歸入其本身之節別，即使它是成套供零售用者亦然。然而它不適用於前文
時特別提及之成套衣服，如套裝、睡衣、泳裝。應注意，第十一類類註 14 之適用，所稱“紡織類衣服”係指稅
則第 62.01 至 62.11 之衣服。
本章也包括上節之未完成或未完全之製品，含用以製成此物品之已成形紡織品，及用以製成第 62.12 節之物
品，其已成形針織或鉤針織品之小零件。如具有製成品所具備的主要特質，則和完成品歸於同一節中。然而非針
織或鉤針織之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不同於第 62. 12 節者），則歸入第 62.17 節。
本章同時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39.26，40.15，42.03 或 68.12 節之衣服製品及服飾附屬品。
（b）紡織布料，經某種加工（例如縫邊或製成領口形狀）而欲製成衣服，但尚未足以完全辨識為衣服或衣服之
零件者（第 63.07 節）。
（c）第 63.09 節舊衣著或其他舊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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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洋娃娃用衣著（第 95.03 節）。
。
。。

目註解：
第 58.11 節成幅褥墊紡織物之製品分類
第 58.11 節成幅被褥紡織物之製品，在第十一類目註 2 的規定下歸入本章稅則之目別中。關於此項歸類，製
品之外層用織物其紡織材料給予此製品它的主要特性。其原意在於如男用褥墊附頭巾禦寒外套其外層為 60％的棉
及 40％之多元酯所組成 ， 此衣著則歸入第 6201.92 目中 。 特別註明的是甚至此外層織物本身歸於第 59.03 、
59.06、59.07 節中，此衣著不歸入第 62.10 節。

62.01-男用或男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
、風
衣、擋風夾克及類似品，但第 62.03 節所列者除外。
-大衣、雨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及類似品：
6201.1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1.12--棉製
6201.13--人造纖維製
6201.1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201.9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1.92--棉製
6201.93--人造纖維製
6201.9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1 節註解之規定，適用於本節的製品。
然而，本節不包括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之衣服（第 62.10 節）。

62.02-女用或女童用大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附頭巾之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克）
、風衣
、擋風夾克及類似品，第 62.04 節所列者除外。
-大衣、雨衣、駕車外套、披風、斗蓬及類似品：
6202.1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2.12--棉製
6202.13--人造纖維製
6202.1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202.9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2.92--棉製
6202.93--人造纖維製
6202.9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2 節註解之規定，適用於本節的製品。
然而，本節不包括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之衣服（第 62.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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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3-男用或男童用整套西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
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
-整套西裝：
6203.1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3.12--合成纖維製
6203.19--其他紡織材料製
-搭配式套裝：
6203.22--棉製
6203.23--合成纖維製
6203.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夾克及西裝式外套：
6203.3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3.32--棉製
6203.33--合成纖維製
6203.39--其他紡織材料製
-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
6203.4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3.42--棉製
6203.43--合成纖維製
6203.4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3 節註解之規定，適用於本節製品。
然而，本節不包括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之衣服（第 62.10 節）。

62.04-女用或女童用正式套裝、搭配式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洋裝、裙、褲裙、長褲、連
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
-整套西裝：
6204.1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12--棉製
6204.13--合成纖維製
6204.19--其他紡織材料製
-搭配式套裝：
6204.2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22--棉製
6204.23--合成纖維製
6204.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夾克及西裝式外套：
6204.3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32--棉製
6204.33--合成纖維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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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4.39--其他紡織材料製
-洋裝：
6204.4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42--棉製
6204.43--合成纖維製
6204.44--再生纖維製
6204.49--其他紡織材料製
-裙及褲裙：
6204.5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52--棉製
6204.53--合成纖維製
6204.59--其他紡織材料製
-長褲、連兜背帶式工作褲、膝褲及短褲：
6204.61--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4.62--棉製
6204.63--合成纖維製
6204.6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04 節註解之規定，適用於本節之製品。
然而，本節不包括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之衣服（第 62.10 節）。

62.05-男用或男童用襯衫。
6205.20-棉製
6205.30-人造纖維製品
6205.90-其他紡織材料製
除了第 62.07 節之男用睡衣（nightshirts）、汗衫（singlets）及其他背心（vests）外，本節包括男用或男童用之
非針織或鉤針織襯衫、包括衣領可分開的襯衫、外出襯衫、運動襯衫及休閒襯衫。
本節不包括具有第 62.01 節風衣、擋風夾克之性質的衣服，其通常在底部可綁緊，或具備第 62.03 節所列夾克
之性質者；或其通常在腰部下有口袋者。同時也不包括無袖衣服。

62.06-女用或女童用上衣、襯衫及短衫。
6206.10-絲或廢絲製品
6206.2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06.30-棉製
6206.40-人造纖維製
6206.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女用或女童用服裝類，非針織及鉤針織者，包括上衣、襯衫及短衫。
本節不包括口袋在腰部以下之衣服，或在底部以羅紋腰帶或其他方法扣緊之衣服。
此外，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汗衫或其他背心（第 62.0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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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之織物製成之衣服（第 62.10 節）。
（c）第 62.11 節之工作服或類似防護衣著。

62.07-男用或男童用汗衫及其他背心、內褲、三角褲、睡衣、睡衣褲、浴袍、晨衣及類似品。
-內褲及三角褲：
6207.11--棉製
6207.19--其他紡織材料製
-睡衣（nightshirts）及睡衣褲（Pyjamas）：
6207.21--棉製
6207.22--人造纖維製
6207.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207.91--棉製
6207.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男用或男童用非針織或鉤針織成之內衣、汗衫及其他背心、內褲、三角褲及類似品。
本節同時包括男用或男童用睡衣、睡衣褲、浴袍（包括海濱用長袍）、晨衣及類似品（通常為室內之穿著衣
服）。
必須註明的是，如有此類製品為針織或鉤針織品者，歸入第 61.07 或 61.09 節。

62.08-女用或女童用汗衫及其他背心，套裙、襯裙、三角褲、短內褲、睡袍、睡衣褲、便服、
浴袍、晨衣及類似品。
-套裙及襯裙：
6208.11--人造纖維製
6208.19--其他紡織材料製
-睡袍及睡衣褲：
6208.21--棉製
6208.22--人造纖維製
6208.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208.91--棉製
6208.92--人造纖維製
6208.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女用或女童用內衣（汗衫及其他背心、套裙、襯裙、三角褲、短內褲及類似品），非針織或鉤針織
者。
本節同時包括女用或女童用睡袍、睡衣褲、便服、浴袍（包括海濱用長袍）、晨衣及類似品（通常為室內穿
用之衣服）。
必須註明的是如有此類製品為針織或鉤針織品，則歸入第 61.08 或 61.09 節。
同時本節並不包括胸罩、束腰、緊身褡（corsets）及類似品（第 62.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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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9-嬰兒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6209.20-棉製
6209.30-合成纖維製
6209.90-其他紡織材料製
依據本章章註 4（a）所示「嬰兒衣著及其服飾附屬品」，適用於幼童身高不超過 86 公分者。
本節包括便服外套，含帽套裝、背心、連褲童裝、外衣、嬰兒圍兜、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緊身衣及
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嬰兒軟鞋、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必須註明的是可同時歸入第 62.09 節及本章其他節之物品應優先考慮歸入第 62.09 節（參見本章章註 4（b））。
本節不包括：
（a）嬰兒帽（第 65.05 節）。
（b）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第 96.19 節）。
（c）明確涵蓋於本商品分類中其他章之嬰兒服飾附屬品。

62.10-第 56.02、56.03、59.03、59.06 或 59.07 節織物所製之衣服。
6210.10-第 56.02 或 56.03 節織物製
6210.20-其他衣服，屬於第 6201.11 至 6201.19 目內所述之類型者
6210.30-其他衣服，屬於第 6202.11 至 6202.19 目所述之類型者
6210.40-其他男用或男童用衣服
6210.50-其他女用或女童用衣服
除了第 62.09 節之嬰兒衣著，本節包括有以氈呢或不織布，不論是否浸滲、塗佈、被覆或黏合，或以第 59.03、
59.06 或 59.07 節之紡織物（不包括針織或鉤針織物）製成之衣服，也不分男用或女用。
本節包括雨衣、防水衣、潛水服及防輻射保護服，不併以呼吸器。
必須註明的是可同時歸入本節及本章其他節（除了第 62.09 節）之製品，應優先考慮歸入本節（見章註 5）。
本節不包括：
（a）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製之衣服（第 48.18 節）。
（b）第 58.11 節成幅褥墊紡織品製成的衣服（一般見第 62.01 或 62.02 節），可詳參見本章註解總則末尾之目註。
（c）服飾附屬品（見第 62.16 節的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62.11-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衣，其他成衣。
-泳裝：
6211.11--男用或男童用
6211.12--女用或女童用
6211.20-滑雪服
-其他，男用或男童用衣服：
6211.32-棉製
6211.33-人造纖維製
6211.3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女用或女童用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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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42--棉製
6211.43--人造纖維製
6211.49--其他紡織材料製
第 61.12 節之註解關於競賽裝、滑雪服及泳裝以及第 61.14 節之註解關於其他服裝等之規定，準用於本節。然
而本節之競賽裝可以加襯裡。
必須注意的是本節不同於第 61.14 節，它還包括個別出現之裁製的西服背心，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本節也包括在規則的區間省略緯線的成幅織物、因而以簡單的裁剪可得到纏腰布，且無需更進一步的處理。
分紗纏腰布也包括在內。

62.12-胸罩、束腰、緊身褡、吊褲帶、吊帶、吊襪及類似品及其零件，不論是否針織或鉤針織
者。
6212.10-胸罩
6212.20-束腰及束褲
6212.30-連胸緊身內衣
6212.90-其他
本節包括設計作為支持身體穿用的衣著或某些其他衣服製品之支撐物，及其零件。此物能以包括針織或鉤針
織物在內的任何紡織材料製成（不論其是否具有彈性）。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所有種類的胸罩。
（2）束腰及束褲。
（3）連胸緊身內衣（束腰或束褲和胸罩的組合體）。
（4）緊身褡及緊身褡帶。通常以可撓曲金屬或塑膠支撐物補強，且扣以飾帶或鉤扣者。
（5）吊帶、衛生帶（hygienic belts）、懸吊式繃帶（suspensory bandages）、三角腹帶之吊帶（suspender jock-straps）、
吊褲帶、吊帶、吊襪、襯衫袖子支撐臂帶及袖帶。
（6）男用吊帶（包括併以內褲者）。
（7）婦科、產後或類似支撐及矯正用帶，不含第 90.21 節之整型用品（見該稅則註解）。
以上物品可有各種飾物（絲帶、花邊等），及配上非紡織材料（如金屬、橡膠、塑膠或皮革）之配件及附件。
本節也包括以增加或減少縫合的數目或尺寸而直接製造成形及設計做為製造本節成品之針織或鉤針織品及
其零件，其甚至在長幅上形成各種形狀的產品。
本節不包括完全以橡膠製成的胸衣及帶子（第 40.15 節）。

62.13-手帕。
6213.20-棉製
6213.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所包括之製品為方形或接近方型，任一邊在長度上不超過 60 公分（見章註 7）。其或為一般手帕，或為
圍巾狀方巾，用以蓋住頭部，圍於頸部或在腰部做為飾品。此手帕或方巾的邊為直線或扇形而縫製成邊、滾邊、
花邊或配以緣飾（fringes），後者通常由凸出的經線或緯線所形成。含緣飾的物品，其邊長則包括緣飾在內。
本節之手帕可為全部以花邊製成者。
本節也包括含有一些方巾之成幅織物，具有手帕或圍巾的特性，經梭織而成，其沿著已設定的線（以欠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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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欠緯線做為標示）裁開，能變成分離的緣飾物品，適於作成手帕或圍巾，而不須再經過加工。
經「抽紗加工」並經簡單裁剪成需要之尺寸及形狀，而使未完成品具有手帕或圍巾特性之類似織物也歸入本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製之手帕（第 48.18 節）。
（b）簡單裁成正方形或長方形之不織布（第 56.03 節）。
（c）簡單裁成正方形加以刺繡，但為半成品或無緣飾之織物（第 58.10 節）。
（d）有手帕或方形圍巾性質之製品，其任一邊長度超過 60 公分者，及圍巾的形狀非為正方形或接近正方形者（第
62.14 節）。

62.14-披巾、圍巾、領巾、頭紗、面紗及類似品。
6214.10-絲或廢絲製
6214.2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
6214.30-合成纖維製
6214.40-再生纖維製
6214.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
（1）披巾：一般為正方形、三角形或圓形、大得足以覆蓋頭部及肩部。
（2）圍巾及領巾：一般為正方形或長方式，正常為繞於頸部用。
（3）頭紗：一種輕薄的披巾或圍巾，通常由花邊組成，女性做為覆蓋頭部及肩部用。
（4）面紗：各種物品適用於此，一般以輕薄、透明的或網狀物質製成，偶或有花邊製成，不論做為裝飾用或實
際使用（如結婚用、喪禮用、教會儀式用或類似用途之面紗，及附於帽子或臉部之面紗）。
此類物品之邊緣通常為縫邊、滾邊、花邊或緣飾。
本節亦包括成幅織物中附有未織線之定距離間隔帶，此帶之設計是用來簡單地切開未織線，即可得到歸入本
節中的具緣飾製品。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簡單裁成正方形或長方形的不織布（第 56.03 節）。
（b）簡單裁成披巾、圍巾等之形狀並加以刺繡之織物，但為半成品或無緣飾之邊（第 58.10 節）。
（c）針織或鉤針織之披巾、圍巾等（第 61.17 節）。
（d）有正方形圍巾性質之物品，其邊不超過 60 公分者（第 62.13 節）。
（e）如軍隊或教會用的肩帶（第 62.17 節）。

62.15-領帶、領結及領飾。
6215.10-絲或廢絲製
6215.20-人造纖維製
6215.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領帶、領結、領飾及硬頸帶，此類物品通常為男性戴用（包括貼在塑膠、金屬等之上配襯衣領者）。
織物已被裁製成領帶之形狀者也包括在本節中，但不含領帶料僅斜切成長條者。
本節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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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針織或鉤針織製成之領帶、領結及領飾（第 61.17 節）。
（b）第 62.17 節之教士用胸帶（Rabats）、胸飾及類似品。

62.16-手套、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
本節包括紡織物製之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含花邊），而不包括針織及鉤針織織品。
第 61.16 節註解之規定，準用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工業等用之防護性手套。
然而，本節不包括：
（a）絲瓜絡磨擦用手套（loofah friction gloves），不論其有無襯裡（第 46.02 節）。
（b）以紙、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製之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第 48.18 節）。

62.17-其他製成之服飾附屬品；衣服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第 62.12 節所列者除外。
6217.10-附屬品
6217.90-零件
本節所包括製成之紡織服飾附屬品為非針織或鉤針織品，且不列入本章其他各節或本商品標準分類其他章
者。本節包括非針織或鉤針織品之成衣或服飾附屬品之零件（第 62.12 節製品之零件除外）。
本節包括：
（1）衣服保護罩（dress shields），通常為橡膠處理之織物或紡織材料被覆以橡膠者。完全以塑膠或橡膠製成者除
外（分別歸於第 39.26 及 40.15 節）。
（2）衣肩或其他襯墊，通常由填充料、氈呢、或紡織物被覆以紡織廢料所製成。僅由橡膠（通常為發泡橡膠）
製成，但不被覆以紡織材料的衣肩或其他襯墊則除外（第 40.15 節）。
（3）各種紡織物製成之帶子（含子彈帶），及肩帶（如軍隊或教會用者），不論是否有彈性或加以橡膠化；或
以金屬線梭織製成者。此類製品包括併含釦子或其他貴金屬配件者，或飾以珍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品、
合成品或再製品）。
（4）暖手袋，含僅作裝飾用之毛皮或人造毛皮覆於外者。
（5）護袖（Sleeve protectors）。
（6）水手領（Sailor's collars）。
（7）肩章、臂章等。
（8）籤、徽章、標記、標誌及類似品（不包括第 58.10 節之有刺繡圖案者），僅裁成形狀或尺寸者除外（僅裁成
形狀或尺寸的物品則歸入第 58.07 節）。
（9）飾扣、繫索等。
（10）單獨進口雨衣或類似成衣用之可拆卸襯裡。
（11）口袋、袖子、領子、領圈、褶襉、各種飾物（如薔薇花飾、蝴蝶結、褶帶、褶邊及褶飾）、緊身前胸衣、
胸飾（包括併合以領子者）、袖口、抵片、西領及類似物。
（12）長襪、短襪及承窩（sockettes）（含其花邊），及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之鞋襪，
不包括嬰兒用軟鞋。
某些製成之飾物（如絨球與飾穗、花邊圖案或刺繡品），歸入第五十八章，一般為成幅狀。
本節之製品通常為蕾絲（花邊）或刺繡品所製成，而不論是直接製成形狀或以第 58.04、58.10 節之蕾絲（花
邊）或刺繡織物所製成，仍應歸列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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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第 62.09 節的嬰兒服飾附屬品。
（b）工作用帶子（如洗窗工及電匠工用帶）或非配襯衣服用之薔薇花飾（第 63.07 節）。
（c）羽毛飾物（第 67.01 節）。
（d）第 67.02 節之人造花、葉或果等飾品。
（e）壓扣物之扁條、帶上衣鉤及眼（依情況參見第 58.06、83.08 或 96.06 節）。
（f）拉鏈（第 96.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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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
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破布
章註：
1.─第一分章僅適用於任何紡織物之製品。
2.─第一分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五十六章至六十二章之貨品；或
（b）第 63.09 節舊衣著或其他舊物品；
3.─第 63.09 節僅適用於下列物品：
（a）紡織材料製品；
（i）衣著及附屬服飾品及其零件；
（ii）毯及旅行用毯；
（iii）床單、桌巾、盥洗用巾及廚房用巾；
（iv）陳設品，不包括第 57.01 至 57.05 節之地毯及第 58.05 節之掛氈；
（b）任何材料製鞋靴及帽（不包括石棉）。
上述物品歸列本節號時必須同時符合下列二條件：
（i）須具有可察覺到之用過痕跡；及
（ii）須散裝或經打包、袋裝或類似包裝。

目註：
1. ─ 第 6304.20 目 涵 蓋 經 亞 滅 寧 (alpha-cypermethrin) 、 克 凡 派 (chlorfenapyr) 、 第 滅 寧 (deltamethrin) 、 賽 洛 寧
(lambda-cyhalothrin)、百滅寧(permethrin)或亞特松(pirimiphos-methyl)等殺蟲劑浸漬或塗佈的經編織物所製之製
品。

總

則

本章包括：
（1）第 63.01 至 63.07 節（第一分章）之任何紡織物（如梭織或針織物，氈呢、不織布等）之製品，並無特別詳
述於第十一類其他各章或本商品標準分類（CCCNomenclature）中。有關「紡織製成品」係依據第十一類類
註 7 所定義之製成品（見第十一類註解總則第(Ⅱ)部分）。
此分章包括第 58.04 或 58.10 節之薄紗或其他網狀織物，花邊或刺繡物等製成之製品；或以薄紗、其他
網狀織物、花邊、刺繡等直接成形的製品。
本分章成品在分類時並不受到製成品上具有微量之毛皮、金屬（包括貴金屬）、皮革、塑膠品等裝飾
物或配件之影響。
然而當此類非紡織品組成原料之重要性已超過飾物或配件的範圍時，則製成品應依實際情形根據相關
的類註或章註（解釋準則 1）或依其他解釋準則的規定予以歸類。
本分章尤其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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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56.01 節之填充料製品。
（b）僅裁切成正方形或長方形之不織布（如用後即棄之床單）（第 56.03 節）。
（c）第 56.08 節之網製成品。
（d）第 58.04 或 58.10 節具有圖案之花邊、或刺繡物。
（e）第六十一章或六十二章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2）第 63.08 節（第二分章）由梭織布及紗組成之某些組合品不論其是否有配件，用來製成地毯、掛氈、刺繡桌
巾或餐巾或相類似之紡織品，包裝供零售者。
（3）屬於第 63.09 或 63.10 節（第三分章）的舊衣著，及本章章註 3 所界定之其他舊物品以及用過或全新的破布、
廢繩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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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其他紡織成品

63.01-毯及旅行用毯（travelling rugs）。
6301.10-電毯
6301.20-羊毛或動物細毛製毯（電毯除外）及旅行用毯
6301.30-棉製毯（電毯除外）及旅行用毯
6301.40-合成纖維製毯（電毯除外）及旅行用毯
6301.90-其他毯及旅行用毯
毯及旅行用毯通常係由羊毛，動物毛髮，棉或人造纖維所製成。此類織物表面通常經由起毛加工，且一般以
厚而重之材料所組成用以禦寒者。本節同時亦包括了嬰兒晤床及搖籃床用之毯類。
旅行用毯通常有緣飾（一般以經紗或緯紗突出形成但在毯之邊緣上通常以車縫或粘合之方式防止邊紗脫落。
本節包含成捲的織物，此成捲織物可利用簡易的裁切方式沿著無緯紗所標示之路線裁切成單獨製品且具有毛
毯或旅行用毯之特性者。
電熱毛毯亦包括在本節內。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覆蓋動物用之特殊形狀毯（第 42.01 節）。
（b）床單及床罩（第 63.04 節）。
（c）第 94.04 節之被褥或內裝填料之床單。

63.02-床上、餐桌、盥洗及廚房用織物製品。
6302.10-床上用織物製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其他印花床上用織物製品：
6302.21--棉製
6302.22--人造纖維製
6302.2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床上用織物製品：
6302.31--棉製
6302.32--人造纖維製
6302.39--其他紡織材料製
6302.40-餐桌用織物製品，針織或鉤針織者
-其他餐桌用織物製品：
6302.51--棉製
6302.53--人造纖維製
6302.59--其他紡織材料製
6302.60-盥洗及廚房用，棉質毛巾織物或類似毛圈織物製品
-其他：
6302.91--棉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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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2.93--人造纖維製
6302.99--其他紡織材料製
此類製品通常係由棉或亞麻所製成，但有時亦有以大麻、苧麻或人造纖維所製成；一般而言此等製品係適合
用水洗滌者，它們包括下列各項：
（1）床用織物：如床單、枕套、長枕套、鳧（鴨）絨被套（eiderdowncases）及床墊套等。
（2）餐桌用織物：如桌巾、桌子墊、盤巾、桌檯中心飾布、餐桌用之拭巾、茶巾、存放拭巾用之小袋小布巾、
滴水墊布等。
在此應注意的，有關上述某些製品中（如以花邊、絲絨或緞帶材料所製成的桌檯中心飾布），不可視
其為桌用織物，而應歸屬於第 63.04 節。
（3）盥洗用織物：如拭手巾或面巾（包括環狀毛巾）、浴巾、海灘用浴巾、面布及盥洗用手套等。
（4）廚房用織物：如茶巾（tea towels）、擦拭玻璃用布。但諸如擦地板布、洗碗布、清潔用布、抹布及類似清潔
布等通常係以粗厚之材料所製成之製品，不視為「廚房用織物」（第 63.07 節）。
除了上列分別所述用途之製品外，本節也包括成捲的織物，此織物可利用簡易的裁切方式沿著無緯紗所標訂
出之路線裁切成單一製品且具有緣飾之製品者（如毛巾）。

63.03-窗簾（包括窗帘）及室內窗帘；窗簾及床用短帷幔。
-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3.12--合成纖維製
6303.19--其他紡織材料製
-其他：
6303.91--棉製
6303.92--合成纖維製
6303.93--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窗簾（包括窗帘），其用於如室內窗戶或隱匿的休憩室、劇院舞台等。所稱「窗簾」係包括輕而透明或半
透明之製品及以厚重織物所製成者。
（2）室內窗簾，通常為不透明狀且具有各式各樣之開捲裝置者（如有軌之走車）。
（3）窗簾用短帷幔，係指由條狀織物組成並設計適合於氣窗之大小且用以遮蓋窗簾頂部者。至於床用短帷幔係
附於床上用以隱蔽及裝飾用之製品。
本節亦包括經由梭織後之長條狀布，僅須簡易的製作便可轉換成本節之製品者（如就織物經向上，本身業已
有縐邊打摺者，僅須依所需長度裁切並加以車縫後即可變成窗簾者）。
本節並不包括室外遮陽簾（第 63.06 節）。

63.04-第 94.04 節所列物品除外之其他室內裝飾品。
-床罩：
6304.1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19--其他
6304.20-本章目註 1 所述之蚊帳製品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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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9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2--棉製，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3--合成纖維製，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9--其他紡織材料製，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本節包括紡織材料製成之裝飾用品，有別於先前諸節或第 94.04 節，用於家庭、公共場所、戲院、教堂等處，
以及類似製品用於船舶、火車、旅行篷車、拖車、汽車等。
此類製品亦包括掛壁物及典禮之紡織裝飾品（如婚、喪禮用者）；蚊帳（mosquito nets）（包含本章目註一所
述之蚊帳（bed net））；床罩（但不包括第 94.04 節之床罩）；墊褥套子，日用器具防污套子，或椅子罩套；桌罩
（但具有舖在地上之特性者除外─見第五十七章章註 1）；壁爐用花邊布；窗簾用環；短帷幔（但第 63.03 節者除
外）。
本節不包括燈罩（第 94.05 節）。

63.05-包裝用袋(＋)。
6305.10-黃麻製或第 53.03 節之其他紡織韌皮纖維製
6305.20-棉製
-人造纖維製：
6305.32--可摺性中大型容器
6305.33--其他，聚乙烯或聚丙烯扁條或類似品製
6305.39--其他
6305.90-其他紡織材料製
本節包括紡織袋類，通常用來包裝貨物以利運輸、儲存或銷售者。
此類製品，其尺寸及大小各異，特別包括可撓性容器，有裝煤、穀物、麵粉、馬鈴薯、咖啡或類似之袋子，
郵件袋及運送樣品用之小郵包。本節亦包括如茶袋等產品。
本節不包括曾用作貨物包裝之打包布，其邊緣雖經粗疏針縫在一起，但並未構成完成品或未完成品之袋子（第
63.07 節）。
。
。。

目註解：
第 6305.32 節
可摺性中大型容器通常以聚乙烯或聚丙烯梭織物製成，一般容量為範圍 250 公斤至 3,000 公斤。在容器之四
個頂角得配有起重帶，在上部與底部得裝有開口以便於裝卸貨。此類容器一般用於包裝、儲存、運輸及處理乾燥、
流動性材料。

63.06-油帆布（tarpaulins）、遮陽帳幕、及遮陽簾；帳蓬；船帆、帆船用帆；露營用品。
-油帆布、遮陽帳幕及遮陽簾：
6306.12--合成纖維製
6306.19--其他紡織材料製
-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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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6.22--合成纖維製
6306.29--其他紡織材料製
6306.30-船帆
6306.40-充氣墊
6306.90-其他
本節包括一系列紡織製品通常由強而緊密之梭織帆布製成者。
（1）油帆布：此等係用來保護物品存放於露天或船上，篷車上或卡車上，以抵抗惡劣之氣候。它們通常是以經
由塗佈或未塗佈之人造纖維織物或厚重到相當厚重之帆布（原料為大麻、黃麻、亞麻或棉）所製成具有防
水性能者。此等帆布製品係以焦油或化學藥劑加以處理使其具有防水性或防霉性。油帆布通常是長方形片
狀並沿其週邊加以車縫且可能裝配有扣、繩帶等。特殊形狀之油帆布（如用於蓋覆乾草堆，小型船隻的甲
板，貨車等），如為平面狀者亦歸屬於本節。
油帆布不可與以油帆布材料所製成寬鬆成形之汽車套、機器套等相混淆。同時亦不可與輕質布材料仿
油帆布製造方式所製成之平面狀保護片相混淆（第 63.07 節）。
（2）船帆（用於遊艇、小船、漁船或其他船艦等，用於帆船或用於滑翔翼）：此類製品係由強韌之紡織材料所
製成（如人造纖維製之高強力紗）並裁切成特殊形狀加以車縫而成，通常在其上裝有扣孔或其他固鎖之裝
置。
（3）遮陽帳幕、遮陽簾（如用於商店及咖啡店者）：此等製品係設計用來防護陽光之照射，一般係由扁平式或
條狀帆布所製成，且其可按裝於羅拉（roller）或摺疊裝置上。在某些情況下遮陽簾其附有框架者亦歸之於
本節內。
（4）帳篷：帳篷為一遮蔽物，它由人造纖維、棉或混紡紡織材料之輕質布至厚重布料所製成、不論是否經由塗
佈、包覆或膠合而成，或者為帆布。帳篷通常有單層或雙層頂及單面或雙面牆而使其呈具一閉合之形式者。
本節包括各型各式的帳篷如大天幕、軍用帳篷、露營用（包括背收式帳篷）、馬戲團用、海灘用者，不論
其是否具有篷桿、篷樁、牽索或其他附件者均屬於本節中。
篷車之「遮陽帳幕」（有時亦稱篷車附加物）其結構類似帳篷者應視為帳篷類，通常係由人造纖維織
物或相當厚重之帆布所製成，此類製品通常有三片牆及一層頂係設計來增大篷車活動空間之用。
本節不包括第 66.01 節中之傘狀帳篷。
（5）露營用品：此類製品包括帆布桶、水袋、洗滌盆；地布（ground-sheets）、充氣墊、枕頭及座墊（不同於第
40.16 節者）；吊床（不同於第 56.08 節者）。
本節亦不包括：
（a）背包、軟性背包及相類似容器（第 42.02 節）。
（b）填充睡袋及填充墊褥、枕頭及座墊（第 94.04 節）。
（c）供兒童室內或室外遊戲用之帳篷（第 95.03 節）。

63.07-其他製成品，包括服裝模型樣品。
6307.10-擦地板布、洗碗布、抹布及類似清潔布
6307.20-救生衣及救生帶
6307.90-其他
本節包括除列明在第十一類其他節或本商品標準分類其他稅號外之任何紡織材料的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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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擦地板布、洗碗布、抹布及類似清潔布（不論是否有浸漬清潔液，但第 34.01 或 34.05 節者除外）。
（2）救生衣及救生帶。
（3）服裝模型樣品，通常係以硬挺之帆布製成者；有時在其上附有各種配件並經粗縫製成如成衣款式者。
（4）方形或長方形旗及信號旗包括娛樂用途，節日慶典或其他目的用裝飾旗。
（5）家庭洗衣用袋、鞋袋、襪袋、手帕袋、拖鞋袋、睡衣褲套及類似物品。
（6）除第 42.02 節外之成衣衣袋（可攜帶式衣櫥）。
（7）汽車、機器、手提箱、網球拍等之寬鬆覆蓋套。
（8）平面狀保護用布（屬第 63.06 節之油帆布及地布除外）。
（9）紡織製品之咖啡過濾物、冰袋等。
（10）擦鞋襯墊（第 34.05 節除外）。
（11）充氣墊（屬第 63.06 節之露營用具者除外）。
（12）茶壺保溫罩。
（13）針墊（Pin cushions）。
（14）靴子、鞋、緊身褡等有束尾之綁帶，但由紗線或繩索所組成有束尾之綁帶除外（第 56.09 節）。
（15）束帶，雖可繫在腰上者但不具備第 62.17 節中帶子特性者，如職業性用帶（電工、飛行員、跳傘員等所使
用者）；搬運捆綁用帶及相類似製品（但屬第 42.01 節之具有鞍或馬具特性之帶者除外）。
（16）攜帶式嬰兒床（Carry cots）、搖籃及相類似兒童用品。
嬰兒座椅具有吊鉤型式者（例如掛於汽車座椅背者）除外（第 94.01 節）。
（17）雨傘或陽傘罩套。
（18）扇子及手攜式面罩，以紡織為扇面及其他材料為骨架者，以及單獨進口之扇面。但以貴金屬為骨架之扇子
或手攜式面罩歸入第 71.13 節。
（19）包裝用布在包裝物品後，於其邊端上粗略的縫合在一起，但並未構成屬第 63.05 節之一完整袋子或半成品
袋子。
（20）乾酩包布（Cheese-cloths）裁切成長方形且在其經向二端以打結方式防止脫紗者。（乾酩包布織成疋狀以便
裁剪成一定尺寸大小及形式者，且須進一步加工以資利用者，應將其歸類於布疋）。
（21）雨傘、陽傘、手杖之飾帶等；劍結飾物及類似品。
（22）外科醫生開刀時戴用之紡織面罩。
（23）防塵防臭用之面罩等，其間並不具有一可更換之濾片，而係由數層不織布所製成者，不論其是否經由活性
碳處理或中間有一層合成纖維者。
（24）薔薇花飾（rosettes）（例如比賽獲勝者之獎品），但成衣製品上用者除外。
（25）紡織布料經某種加工（例如縫邊或製成領口形狀）而欲製成衣服，但尚未足以完全辨識為衣服或衣服之零
件者。
（26）第九十章註 1（b）有關供作為關節（如膝、踝、肘或腕）或肌肉（如股肌）之類的支持物品，但列入第十
一類其他節者除外。
（27）不織布製品，裁剪成特定形狀，其中一邊塗佈粘著劑，並以紙或其他物質保護，且設計為支撐低胸部位，
使胸部堅挺。
除上述所列製品外，本節尚包括第十一類類註 7 中所述製品，然以其未歸入第十一類其他節者為限。如門窗
用之氣流隔絕物屬紡織製品者（有填充料填充者亦包括在內）。
本節不包括歸屬於本章或第五十六至六十二章中更明確列名之紡織製品。且下列各項亦不包括在內：
（a）任何牲畜用之鞍或馬具（第 42.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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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旅行用品（手提箱、背袋等）、購物袋、化粧箱等及屬第 42.02 節之類似容器物。
（c）印刷品（第四十九章）。
（d）屬第 58.07，67.17 或 62.17 節之標籤、徽章及類似製品。
（e）針織頭帶（第 61.17 節）。
（f）第 63.05 節之袋。
（g）鞋子與其配件（包括可更換鞋內底者）及屬於第六十四章之其他製品（綁腿、鞋罩、護脛等）。
（h）第六十五章之帽子及其附件或配件。
（ij）雨傘及陽傘（第 66.01 節）。
（k）人造花、葉或水果及其零件以及人造花、枝葉或果實等之製品（第 67.02 節）。
（l）充氣式獨木舟（pneumatic canoes），愛斯基摩皮舟（kayaks）及其他船舶等（第 89.03 節）。
（m）卷尺（measuring tapes）（第 90.17 節）。
（n）錶帶（第 91.13 節）。
（o）第九十五章之玩具、賭具及娛樂用製品。
（p）拖把（第 96.03 節），手用細眼篩及粗篩（第 96.04 節）及粉撲（第 96.16 節）。
（q）第九十六章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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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組件

63.08-梭織物與紗線之組合品，不論是否有附屬品，供製地毯、掛毯、刺繡桌巾或餐巾及類似
之紡織品，零售用包裝者。
本節之組件係用於女紅（刺繡）、製毯等。
此等製品至少包含有一片梭織布，（例如帆布不論其是否經由印花呈具圖案者）及紗，不論紗是否剪成定長
者（刺繡用紗，或用來製造地毯之毛絨紗等）；它們有時亦包含有針或鉤等附件。
上述梭織物可呈們何形狀，還可經過某些加工，例如縫邊後之帆布，用於製造手工刺繡掛毯者；在此應注意
的是，此等梭織物應仍具有原材料之特徵，且仍需進一步加工者，而不是無須任何加工便可使用之「製成品」，
例如，尚待裝飾一些刺繡圖案之已縫邊桌布。
值得注意的是屬於此節之組件，必須以包裝方式供零售者。
本節並不包括由梭織布組合成之組件，不論其是否裁剪、成形供作成衣製造用途者；若有此情況，則須就其
適當的節別加以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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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章
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碎布

63.09-舊衣著及其他舊物品。
歸屬於本節製品，其限制條件已列於註解第（1）及第（2）兩項，且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兩項之要求。若不能
符合此要求者，則應歸入適合的節。
（A）他們必須具有明顯穿著使用過之跡象，不論其使用前是否經由清洗或修補者。
具有織造、染色等疪點之新製品及在店中污染之製品等均不在本節規定內。
（B）它們必須成捆（如鐵路貨車裝運）或經打包、袋裝或類似之成捆包裝，或綁捆在一起而無外包裝或以木條
粗略包裝方式者。
此類製品通常採大批交易之方式，且一般係供應再售之用，且其包裝情況一般要較新製品包裝者差。
*
* *

屬於本節之貨品除需符合上述之條件外，並僅限於如下所列者：
（1）屬於第十一類之下列紡織製品：衣服及其附件（如成衣、圍巾、披巾、長統短襪、手套及衣領），毯及旅
行用毯，家用布巾（如床單及桌巾）及家具用品（如窗簾及桌罩），本節亦包括此等衣服之零件及其附件。
但本節不含屬於第五十七章或第 58.05 節之家具用品（地毯及其他紡織覆地物，包括 "Kelem" ，
"Schumacks"，"Karamanie"及相類似手工編織地毯及掛毯），縱使此等製品具有顯著使用跡象且不論其包裝
方式。屬於第九十四章製品，特別是第 94.04 節之製品（墊褥支架；床用製品及類似家具製品以彈簧填充料
填充其間者，例如床墊、被褥、鴨絨墊、軟墊、毛髮墊、枕頭等），不論其使用過之程度或包裝方式均不
得歸屬於本節內。
（2）除石棉纖維以外任何材料（如皮革、橡膠、紡織材料、稻草或塑膠等）所製成的帽子及鞋子等。
所有其他製品（如背包、袋子、油帆布、帳篷、露營用品）縱使具有使用過之跡象亦不得歸屬本節，
而應按其新物品之相關節別歸屬之。

63.10-新舊破布、廢繩索及不堪使用之繩索製品，紡織材料製者（＋）。
6310.10-己整理
6310.90-其他
（1）紡織物之破布（包括針織或鉤針織物、氈呢或不織布），破布可能包括家具或衣著製品，或其他破舊紡織
製成品，其沾污或破裂之情況已超過清洗或修補之程度；或全新之小零頭碎布（如裁縫師裁剪下來之小布
片）。
（2）舊或新的廢繩索或纜之斷片（如製造繩索、繩、索或纜等製品中產生之廢品）及舊繩索纜以及破舊的繩索
製品。
歸屬於本節之產品，必須為用舊、髒污或撕裂或小片狀者。此類物品通常僅適合用作纖維之回收（如拉扯回
收法，此等纖維一般用於再紡製之用）或用來製造紙張或塑膠或用來製造研磨材料（如研磨輪），或用作工業用
抹布（如機械抹布）。
其他所有紡織下腳及廢材均不屬於本節。此等不屬於本節廢料之規定特別適用於在針織及鉤針織物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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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產生之糾結紗線，或由織壞之針織物或鉤針織物中所退解出來之紗；其他紡織下腳或廢材之紗或纖維（包括
由舊床墊、軟墊、被單等填充料中所獲得者）；碎布回收纖維。此類產品應屬於第五十至五十五章有關「下腳」
（waste）「碎布回收纖維」（garnetted stock）的適當節別中。
本節亦不包括織物在織造、染色等工程中產生之瑕疪布料，而此等織物亦不符合以上所述之條件。此等織物
應歸入新織物適用的節中。
。
。。

目註解：
第 6310.10 目
第 63.10 節之貨品，若以按某特殊標準分級或某特殊紡織貨品之用途分類，則視為"已整理"（例如相同性質或
相同紡織材質之貨品，均一紡織材質組成物之合股線，全為相同顏色之新碎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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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類
鞋、帽、雨傘、遮陽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零件；
已整理之羽毛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第六十四章
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品之零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沒有底部之薄膜材料（例如紙、塑膠片）製之可丟棄腳套或鞋套，依其構成之材料分類；
（b）紡織材料製鞋靴，其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者（第十一類）；
（c）第 63.09 節之舊鞋靴；
（d）石棉製物品（第 68.12 節）
（e）整形用鞋靴或其他整形用具及其零件（第 90.21 節）；或
（f）玩具鞋靴或附有冰刀或滑輪之溜冰靴；護脛或類似之保護用運動衣（第九十五章）。
2.─第 64.06 節所稱「零件」不包括絆釘、保護物、眼孔、鉤、帶扣、裝飾物、飾帶、鞋帶、飾球或其他裝飾品（各
歸入其應屬之適當節內）或第 96.06 節之鈕釦或其他物品。
3.─為符合本章之規定：
（a）所稱「橡膠」及「塑膠」包括外層為肉眼可見之橡膠或塑膠之編織物或其他紡織產品；而本規定無須考
慮顏色所產生之任何變化；及
（b）所稱之「皮革」係指第 41.07、41.12 至 41.14 等節之物品。
4.─除須符合本章註３規定外：
（a）鞋面之材料應指占最大表面積之組成材料，不考慮附件或加強物件如護踝片、邊緣、裝飾品、鈕環、鞋
帶之護頭、鞋跟墊片或類似附屬品。
（b）外底之組成材料應指與地面接觸面積最大者，不考慮附件或加強物件如長釘、條、釘護鞋物或類似附屬
品。
。
。。

目註：
1.─第 6402.12，6402.19，6403.12，6403.19 及 6404.11 目所稱「運動鞋靴」僅指下列各項：
（a）設計作運動，已經附著或能附著尖釘、無頭小鐵釘、制動器、夾子、鐵條或類似品之鞋靴。
（b）溜冰鞋、滑雪靴及越野滑雪靴、雪板靴、摔角靴、拳擊靴及腳踏車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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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則

除若干「例外」物品（請參閱本章註解總則末所述事項），本章之第 64.01 至 64.05 節包括各種型式之鞋靴（包
括套鞋），而不論其形狀、大小、設計之特殊用途、製造方法及所使用之材料。
為了符合本章的意旨，〝鞋靴〞一詞不包括脆薄材料（紙、塑膠薄片等）所做成之用後即可丟棄無鞋底之足
部或鞋靴覆蓋物，此類產品應依其構成材質分類。
（A）鞋靴之範圍涵蓋由鞋面僅以可調整之帶子或花邊縛於足上之涼鞋，以至長及股之長靴（鞋面可覆腿與股者，
並可附加束帶將其固定於腰部以得較佳之支持）。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1）一般室內或室外穿著之平底鞋或高跟鞋。
（2）短靴、半長統靴、長及膝之靴與長及股之靴。
（3）各種型式的涼鞋，帆布面配植物材料編織物包邊鞋底的 espadril les 鞋、網球鞋、慢跑鞋、浴室用拖鞋
及其他便鞋。
（4）特殊運動鞋靴，即設計供運動用途，已經附加或能再附加尖釘、無頭小釘、制動器、夾子、鐵條或類
似品之鞋靴、溜冰鞋、滑雪靴及越野滑雪靴、雪板靴、摔角靴、拳擊靴、及腳踏車鞋（請參閱本章目
註１），但附帶滑輪或冰刀的溜冰鞋及冰刀鞋除外（已列入第 95.06 節）。
（5）跳舞鞋。
（6）室內鞋。（如寢室用拖鞋）。
（7）整塊材料製成之鞋，如模造橡膠或塑膠鞋，或以單塊木頭雕成之鞋靴。
（8）其他特殊設計供防油、防脂、抗化學藥品或防寒之鞋靴。
（9）穿著於其他鞋靴之外的鞋套（通常無鞋跟）。
（10）附帶鞋底，通常用一次即丟棄的鞋靴。
（B）本章所涵蓋之鞋靴可用任何材料製成（橡膠、皮革、塑膠、木材、軟木、氈呢及不織布或其他紡織品、毛
皮、編織材料等等。）由第七十一章之材料製成者亦包括在內，但石棉製者除外。
在本章範圍內，外底及鞋面之組成材料，為決定歸屬第 64.01 至 64.05 節之因素。
（C）第 64.01 至 64.05 節所稱「外底」係指鞋靴接觸地面之部分（不含附著之鞋跟）。分類時外底之組成材料，
是指接觸地面部分最多的材料。在決定外底之組成材料時，不考慮部分鞋靴底部接著之附件或加強物（請
參閱本章章註４（b）），這些附件或加強物包含長釘、長條、短釘、護鞋物或類似附屬品（包括紡織植毛
薄層（例如：為了形成某種花紋圖案）或可分離之紡織材料，附著但不嵌入鞋底）。
如果鞋靴是以單一材料做成（如木屐），而無應用鞋底，則不須另裝外底，這些鞋靴則以其較下面層
之材料作為分類之依據。
（D）在本章作鞋靴分類時，鞋面之組成材料亦須列入考慮，所謂鞋面是指鞋或靴之鞋底以上部分。某些使用塑
膠模造鞋底之鞋靴或美國印第安式馬克森鞋，其鞋底、鞋面、或鞋面之一部分是用同一件材料所做成，因
此，欲將鞋底及鞋面作區分比較困難。在此情形，鞋面應視為是覆蓋腳部邊緣及腳上緣之部分。鞋面之大
小因其鞋型而有很大差異，由覆蓋腳部及覆蓋整隻腿，甚至腿股（如釣魚靴），以至相當簡單，只有鞋帶
或皮條（如涼鞋）均在內。
如果鞋面是由二種或二種以上材料製成，分類時以其外表面積較大材料為準，而不考慮其配件或加強
物，如足踝補錠、保護或裝飾用飾帶或邊飾（如纓飾、絨球或繐帶）、扣飾、吊環、鞋眼片、花邊或邊扣
等，任何鞋面內裡之材料均不影響分類標準。
（E）應注意，本章所稱之「橡膠」及「塑膠」包括外層為肉眼可見之橡膠或塑膠之織物或其他紡織產品，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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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考慮顏色所產生之任何變化。
（F）根據上述（E）項之規定，就分類之目的言，本章所稱「紡織材料」，包括第五十章至第六十章所列之纖維、
紗線、織物、毛氈、不織布、撚線、繩索、纜線等。
（G）本章之「皮革」係指第 41.07 節及 41.12 至 41.14 節之物品。
（H）鞋靴底部，其外底已固定於未完整或未完成之鞋面之構成品，未覆及足踝者，視為鞋類（不能視為鞋零件），
這些物品可以簡單利用邊緣物修飾頂緣以及附加固定物來完成。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紡織材料製鞋靴，其鞋面無膠黏、縫接或以其他方式附著或使用外底者（第十一類）。
（b）可明顯看出已經穿過之鞋靴，並以散裝、綑包、袋裝或類似包裝方法進口者。（第 63.09 節）。
（c）石棉製鞋靴。（第 68.12 節）。
（d）整型用鞋靴。（第 90.21 節）。
（e）玩具鞋及附有冰刀或滑輪之溜冰鞋；護脛或類似之運動護套（第九十五章）。

64.01-外底及鞋面以橡膠或塑膠製之防水鞋靴，其鞋面不是用縫、鉚、釘、旋、塞或類似方法
固定或裝配在鞋底上者。
6401.10-帶有保護用金屬鞋頭之鞋靴
-其他鞋靴：
6401.92--覆踝但不覆及膝蓋者
6401.99--其他
本節涵蓋防水鞋靴，其鞋面及外底（請參閱註解總則第(C)、(D)）以橡膠（見第四十章章註１之定義）、塑
膠或有一肉眼可見之橡膠或塑膠外層之紡織材料（參閱本章章註３）製成，但其鞋面非以本節所不許可之接合方
式與鞋底組合者。
本節包括有防止水或其他液體滲透結構之鞋靴，尤其是雪靴、橡膠鞋套、其他鞋套及滑雪靴。
如果鞋靴之材料一部分由本節所列舉之一種材料組成，一部分由本節所列舉之另一種材料組成時，亦歸入本
節（例如：鞋底由橡膠製成，而鞋面以肉眼可見之塑膠為外層之梭織物所製，而本規定無須考慮顏色所產生之任
何變化）。
本節特別包括由下列製程做成之鞋靴：
（1）壓出成型：
本製程是以紡織套套於鑄楦上（該紡織套將成為鞋子之內裡），然後放入有原料顆粒之模具之內。
將模型閉合置於加壓機之壓盤之間，再將壓盤予以高溫加熱。
在溫度之影響下，原料顆粒可達到某種程度之粘度，完全填滿鑄楦及模具之空隙，多餘之原料則從漏
孔排出。然後使模具內之原料完成硫化（橡膠）或膠化（ＰＶＣ塑膠）。
模造成型後，鞋子自模具內取出，並脫去鑄楦。
（2）射出成型：
本製程與壓出成型類似，但置於壓出成型模具內之原料顆粒，改用橡膠或ＰＶＣ塑膠混合原料預先加
熱至設定粘度射入模具之內。
（3）灌入成型：
本製程係以ＰＶＣ或ＰＳ塑膠漿射入模具內，以形成膠層，多餘原料則自漏孔排出。
（4）迴轉式鑄造成型：
本製程除了將膠漿迴轉灌入封閉式模具內鑄成膠層外，其餘部分與灌入成型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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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浸入成型」：
本製程是將加熱之模具浸入膠漿中，使之成型。（本製程在製鞋工業很少使用）。
（6）硫化組合：
本製程是將原料（通常是橡膠或熱可塑性塑膠）與硫磺混合，經過輾壓機，壓成平板膠片，再將膠片
裁切（或以輪壓壓成）成各種不同形狀之外底和鞋面（例如：鞋面片、鞋腰片、後踵片、鞋頭片等），先
將這些組成零件膠片經輕微加熱至略帶粘性，再將其貼著於鞋楦上，使形成鞋子之形狀，並在鞋楦上面加
壓，使各膠片粘合，然後加以硫化。以這種製成做成之鞋子，貿易上通常稱為「疊成鞋靴」。
（7）膠著及硫化：
本製程是將鞋面先組成完成後，以接著劑與模造硫化完成之橡膠外底及鞋跟粘合，再以硫化作業處理，
使接著劑硬化將鞋面及鞋底穩固地貼合。
（8）高週波熔接：
本製程是以高溫度及壓力將原料接合，而不使用接著劑。
（9）接著法：
本製程是將已經模造成型或裁切完成之外底以接著劑與鞋面貼合，再加壓使之緊密貼牢並將其烘乾。
雖然有時在加壓貼合時，會使用較高溫度，但因外底之物性在貼合至鞋面之前已經完成定形，此項作業不
會改變其物性。

64.02-外底及鞋面以橡膠或塑膠製之其他鞋靴。
-運動鞋靴：
6402.12--滑雪靴及越野滑雪靴及雪板靴
6402.19--其他
6402.20-鞋靴，以填塞法將條狀鞋面組合於鞋底上者
-其他鞋靴：
6402.91--覆及足踝者
6402.99--其他
本節包括第 64.01 節以外，外底及鞋面以橡膠或塑膠製之鞋靴。
如果鞋靴之材料，一部分是由本節所列舉之一種材料組成，另一部分由本節所列舉之一種特殊材料組成時，
亦歸入本節（例如，鞋底由橡膠製成，而鞋面以肉眼可見之為塑膠外層之梭織物所製，而本規定無須考慮顏色所
產生之任何變化）。
本節尤其包括下列各項：
（a）滑雪靴，由多片模造零件，以鉸釘或類似方法鉚合。
（b）未帶鞋腰或後踵之拖鞋或前密拖鞋，其鞋面是單片式或非以車縫組合，但以車縫方式將鞋面與鞋底縫合者。
（c）涼鞋，由條帶狀鞋面繞過腳背及後踵或後跟帶以任何方法接合於鞋底所組成者。
（d）夾趾涼鞋，其鞋帶係以擠塞法將塞頭釦入鞋底之沖孔，而貼合固定。
（e）未帶鞋腰或後踵之木屐鞋，其鞋面是單片式，通常以鉸釘固定於鞋底或鞋台組合而成者。
（f）以單片生產而不具防水功能之鞋靴（如浴室用拖鞋）。

64.03-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或組合皮製，而鞋面以皮製者。
-運動鞋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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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3.12--滑雪靴及越野滑雪靴及雪板靴
6403.19--其他
6403.20-鞋靴，外底以皮製，而鞋面以皮條帶繞過足背及圍繞大姆趾部分者
6403.40-其他鞋靴，帶有保護用金屬鞋頭者
-外底以皮製之其他鞋靴：
6403.51--覆足踝者
6403.59--其他
-其他鞋靴：
6403.91--覆足踝者
6403.99--其他
本節包括鞋面（請參閱註解總則（D）項）由皮製成，而外底（請參閱註解總則（C）項）由下列材料製成之
鞋靴：
（1）橡膠（如第四十章章註１所定義者）。
（2）塑膠。
（3）外層為肉眼可見之橡膠或塑膠之織物或其他紡織產品，而無須考慮顏色所產生之任何變化。（參閱本章章
註 3（a），及註解總則（E）項）。
（4）皮革（參閱章註 3（b））。
（5）組合皮（依第四十一章章註（3）之意義，「組合皮」僅限於以皮革或皮革纖維為基本材料者）。

64.04-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或組合皮製，而鞋面以紡織材料製者。
-外底為橡膠或塑膠製成之鞋類：
6404.11--運動鞋靴；網球鞋、籃球鞋、體操鞋、訓練鞋及類似品
6404.19--其他
6404.20-外底以皮或組合皮製之鞋靴
本節包括鞋面（請參閱註解總則（D）項）由紡織材料製成，而外底（請參閱註解總則（C）項）由第 64.03
節所列相同材料製成之鞋靴（請參閱該節之註解）。

64.05-其他鞋靴。
6405.10-鞋面以皮或組合皮製者
6405.20-鞋面以紡織材料製者
6405.90-其他
「依據本章章註１至章註４，本節包括本章前述各節未涵蓋之所有含由單種材料或組合材料組成之具有外底
及鞋面之鞋靴。」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鞋靴，外底以橡膠或塑膠製成，且鞋面以橡膠、塑膠、皮或紡織以外之材料製成者。
（2）鞋靴，外底以皮或組合皮製成，且鞋面以皮或紡織以外之材料製成者。
（3）鞋靴，外底以木質、軟木、撚線或繩索、紙板、毛皮、紡織物、氈呢、不織布、油氈、棕櫚纖維、稻草、
絲瓜絡等材料製成，而其鞋面由任何材料製成者。
本節不包括尚未構成或不具第 64.01 至 64.05 節所述鞋靴特性之組件（如，鞋面，不論是否附有內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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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6 節）。

64.06-鞋靴零件（包括鞋面不論是否附有鞋底者，但附有外底者除外）
；可調換之襯底、鞋跟墊
子及類似品；綁腿、護腿及類似品及其零件。
6406.10-鞋面及其零件，但加強材料除外
6406.20-橡膠或塑膠外底及鞋跟
6406.90-其他
(Ⅰ) 鞋靴零件（包括鞋面無論是否附有鞋底者，但附有外底者除外）；
可調換之襯底，鞋跟墊子及類似品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鞋靴之各種組成零件；除石棉外可用任何材料製成。
鞋靴之零件之形狀係根據其所使用之鞋靴款式或形狀而各有不同，包括下列各項：
（1）鞋面零件（例如：鞋面皮、鞋頭片、鞋腰、鞋統、襯裡及木屐鞋帶），包括供作製鞋用，依其鞋面形
狀裁成之皮革裁片。
（2）加強材料，指夾入鞋後踵與襯裡之間，或鞋頭片與襯裡之間，使鞋子之該部位穩固堅挺。
（3）內底、中底、外底，包括半底或金屬板，及粘貼於內底表面之鞋墊。
（4）腳弓墊或脛部及中插（通常為木質，皮革，纖維板或塑膠製成），供與鞋底組合使鞋腰形成拱形。
（5）各種形式以木質或橡膠等製成之鞋跟，包括貼合，釘合及栓合形式之鞋跟；鞋跟之零件（如頂皮）。
（6）運動鞋用鞋釘。
（7）由零件組合（例如：鞋面，不論是否附有內底者）。但尚未具備 64.01 至 64.05 節所述鞋靴之基本特質
者。
（B）裝於鞋內之配件（除石棉外可由任何材料製成）：可調換之襯底，以橡膠或橡膠纖維等製成之鞋統護套，
活動式鞋跟內墊。

(Ⅱ) 綁腿，護腿及其類似品，及其零件
此類物品係供作覆蓋腿部之全部或一部，有時覆蓋足之一部分（如足踝和足背），此類物品與襪子或長襪不
同，因其不能覆蓋整個足部。
此類物品係以石棉以外之任何材料製成（如皮革、帆布、氈呢、針織或鉤針布類等）。
此類物品包括綁腿、護腿、短綁腿、裹腿、不包足部之登山襪，腿部保暖用品及類似品。
若干此類物品得有一條縛帶或鬆緊帶連於足之彎部。
本節亦包括可識別為上述物品之零件。

*
* *

本節不包括：
（a）鞋底鞋面接縫間之革條、組合皮條（第 42.05 節）、塑膠條（第三十九章）或橡膠條（第四十章）。
（b）膝及足踝支持物（例如以鬆緊帶製成之物品，用以支持脆弱之關節部位），此類物品應接其所用材料列入
適當之章節。
（c）年幼孩童用之整塊護腿，此係長及腰並繫緊圍住腿部之衣服，有時蓋住整個足部（第六十一章或六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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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石棉製成之鞋靴零件及配件（第 68.12 節）。
（e）作衡量及矯正用之特殊腳弓形內底（第 90.21 節）。
（f）板球護墊、護脛、膝罩及其他運動保護用品（第 95.06 節）。
（g）栓釘、鐵釘、眼孔、鉤、鞋釦、護套、飾帶、飾球、鞋帶（以上物品應歸入其適當之節別），鈕釦、撳扣、
飾鈕、壓扣（第 96.06 節）及拉鍊（第 96.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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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帽類及其零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 63.09 節之舊帽類：
（b）石棉製帽類（第 68.12 節）；或
（c）第九十五章之玩偶帽、玩具帽或化裝遊戲用物品。
2.─65.02 節不包括縫製成之帽形（但以扁條簡單地縫製成螺旋形者除外）。

總

則

除下列物品外，本章包括帽形、帽坯、帽胎、斗罩、帽子及其他帽類，不論其為日常性、戲劇道裝、偽裝、
安全等用途所戴的各種材料製成品。本章也包括任何材料製成之髮網及專為某特殊帽用之配件。
本章所指帽子及其他帽類涵蓋任何材料製造之帽子裝飾物，包括第七十一章所屬之各種材料製成之裝飾品。
本章不包括下列物品：
（a）第 42.01 節之動物戴用帽類。
（b）第 61.17 節或 62.14 節之披巾、圍巾、頭紗、面罩及類似物品。
（c）第 63.09 節中顯示已戴過之帽類，以散裝、綑裝、袋裝或類似包裝方式表現者。
（d）第 67.04 節之假髮及其類似品。
（e）第 68.12 節之石棉製帽類。
（f）第九十五章之玩偶帽、玩具帽或化裝遊戲用之帽類。
（g）未裝於帽上的各種帽子裝飾品（扣環、鉤扣、帽徽、羽毛、人造花等）（列於適當之章節）。

65.01-未定形且未做邊之氈呢製帽坯、帽胎及斗罩；製帽用氈筒片（包括已開縫者）。
（A）未定形且未做邊之氈呢製帽坯、帽胎及斗罩。
兔子、野兔、麝鼠、河鼠或海狸之毛製氈呢帽坯、帽胎及斗罩。綿羊毛、駝馬、駱駝（包括單峰駱駝）
等之毛髮製氈毛帽坯、帽胎等；或上述材料混合製品；有時攙合人造纖維之混合製品。
製法說明：毛皮經過適當加工處理後用吸貼法均勻攤放於錐形模具上；如係羊毛，即將已梳理之毛纖
維盤繞於雙錐模具上（如用後一方法，當沿中間最寬處切開後變成兩個圓錐狀帽坯）。此氈皮或氈毛帽坯，
經噴灑熱水或熱蒸氣後即可自錐形模具上取下來，這時候的帽坯還處於鬆弛的氈料狀態（不是一般貿易上
所能見到的）氈呢，必須經過一系列的硬化、收縮過程才能製成近似圓錐狀帽胎）。
本章也包括由帽頂伸展成圓形帽頭之帽胎，有時其邊呈平行狀，但成斜邊及初期邊者更普遍。此種帽
子與已楦之斗罩有別，因為將其直放平面物時，帽邊不與帽頂突出而與之近手成直角（見第 65.05 節帽類）。
某些這類未定堅帽胎、斗罩等有時稱之為半製帽。（而所謂全製品帽係指歸類於第 65.05 節之經定形處理過
的帽子。）
歸入本節之物品，其分類不因經過磨光、染色或加硬處理而有所影響。
本節包括以內衣布或氈手帕布做的用來固定以僵固帽基之輕薄斗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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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節也包括下列各項：
（1）錐形氈筒片：最初製成寬底之圓錐形，再由底部拉寬伸展到直徑約 60 公分之平盤狀。這些氈筒片通常
裁剪成片段，再縫合成有週邊或有前簷的帽子。單用帽或其他製服帽通常是這類氈筒片縫製的。
（2）圓柱形氈筒片：製作過程類似前述氈皮錐體之吸取法，乃將動物毛皮吸貼於圓柱形模具上（模具高約
40 至 50 公分，周圍約 100 公分。）這種氈筒片通常用於女帽業，不論是圓柱形或裁剪成長方形都歸
類於本節。長方形氈筒片再切割成小片段可做帽子裝飾品或將片段縫合成有週邊或有前簷的帽子。

65.02-未定形且未做邊、襯裡、裝飾，由任何材料編結或扁條組成之帽坯。
本節所指帽坯，係未定形、未做邊、無襯裡、無裝飾。
做法：
（1）直接由任何材料（特別是稻草、蘆葦、棕櫚纖維、「拉菲亞」棕櫚纖維、瓊麻、紙扁條、塑膠扁條或木扁
條。）的纖維或扁條直接編結的帽坯。此等材料可用各種方法編織，包括結合纖維或扁條，由帽頭頂中心
向外輻射伸展，並與其他繞成螺旋形之纖維或扁條交織編結成。與帽頂中心距離增加時，編織過程應增加
輻射纖維或扁條。
（2）依本章章註２之規定，用寬度通常在 5 公分以下之任何材料之扁條（例如，氈呢或其他紡織物、單絲或塑
膠材料製之編條或其他扁條）拼製而成的，將這些扁條縫成螺旋形，自帽頂開始，一種是每一螺旋條疊於
前一條螺旋條，另一種是將扁條排列成螺旋形使其鋸齒狀之邊吻合，然後再用線縫合。
因所用之編結法與扁條聚集法性質不同，本節之帽坯與第 65.01 節者各異。前者之帽頂與帽邊之間常有一明
顯之分界線，有時幾互成直角，故有時即可作帽類戴用（例如在海灘或鄉村戴用）。但因未定形亦未做邊，如未
經襯裡或修飾者仍列入本節。
經定形之帽坯有一橢圓形帽頂，此點足與未經定形者予以區別（見第 65.04 節之註解）。
歸入本節之物品其分類不因經過處理（如染色、漂白、修剪或固定扁條之突出端）而受影響，亦不因不重要
之加工而受影響，此項加工係簡單地使物品在漂白、染色等後恢復其原有形狀（如圓孔）。
本節未定形之帽坯，如果加上襯裡或裝飾，則應歸類到第 65.04 節。

[65.03]

65.04-由任何材料編結或扁條組成之帽類，不論有無襯裡或裝飾者。
本節包括第 65.02 節的帽坯經楦成帽形，加製帽邊，加襯裡及裝飾過的帽子及其他帽類。
帽坯通常先經上膠、上漿、上樹脂等過程後放於模型上用燙壓法楦成帽形。在此過程中，帽頂之開口處依所
需之大小製成橢圓形，同時與帽邊之分界更明顯。
楦帽以後，帽邊亦形成所需要之形式。
定形者，不可與第 65.02 節未楦的帽坯混淆，縱使後者有時未加裝飾就可使用（例如在海灘或鄉村戴用者）。
經定形後（或為適用而加做邊之後），帽子及帽類仍得進一步加工修飾（例如加襯裡、頭帶、帽帶、顎帶以
及裝飾用附件如人造花、果實或葉子、飾針及羽毛等裝飾品）。
除上述物品外，本節也包括下列各項：
（1）以第 65.02 節未定形亦未做帽邊帽坯所製成之各種形式之女帽及其他帽類。
（2）除第 65.02 節縫成螺旋狀可直接戴用的帽坯外）由任何材料組合成之扁條直接製成之帽子及其他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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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65.02 節之帽坯經簡單上楦或做邊者。以及未定形與未做邊但加襯裡或裝飾品（緞帶、繩帶等）之帽類。

65.05-針織或鉤針織或以整幅（不包括呈扁條狀者）花邊、氈呢或其他紡織物製之帽類，不論
有無襯裡或裝飾者；任何材料製之髮網，不論有無襯裡或裝飾者。
本節包括帽及帽類（有無襯裡或裝飾者均在內）係以直接針織或鉤針織（不論是否經過縮絨或變成氈狀者）。
或以整幅花邊、氈呢或其他紡織布（布料是否上油、上蠟、塗橡膠或其他浸漬或塗佈）製成者。
本節也包括縫紉製帽坯，但不包含第 65.04 節所指的縫製或組合編條及扁條的帽坯或帽類。本節涵蓋由第 65.01
節之帽胎、斗罩或氈筒片製成之呢帽及其他氈呢製帽類，包括已定形之斗罩及已做邊之斗罩。
歸屬本節的物品有無襯裡或裝飾均在內。包括下列各項：
（1）帽不分有無緞帶、帽飾針、扣環、人造花、葉子或果實、羽毛或其他任何材料等裝飾品。但以羽毛或人造
花為主要組成材料之帽類除外（第 65.06 節）。
（2）扁圓帽、無邊軟帽、室內便帽及其類似品。這些帽類一般經針織或鉤針織直接織成，且多數經縮絨者（例
如鄉村用扁圓帽）。
（3）若干東方式帽類（像土耳其紅氈帽），通常也直接用針織或鉤針織方式製成，並常係經縮絨者。
（4）各式鴨舌帽（如製服帽等）。
（5）專業帽性及教士帽類（猶太教主教冠、天主教法冠、方頂學士帽等）。
（6）以梭織布、花邊、網狀布等所製有明顯特徵的帽類，諸如廚師帽、修女頭巾帽、護士帽、女侍帽等。
（7）覆紡織布的軟木盔或木髓製頭盔。
（8）防水漆布帽。
（9）斗罩。
可分離式之斗罩用於披風、斗蓬等上而與該類服裝同時進口者，不列入本節，應按其製成材料而與服
裝歸屬適當之節。
（10）高頂禮帽或演劇用帽。
本節也包括髮網，女用束髮袋及其類似品。其製成材料通常為薄紗布或其他網紗，針織或鉤針織布或人髮等。

65.06-其他帽類，不論有無襯裡或裝飾者。
6506.10-安全帽
-其他：
6506.91--橡膠或塑膠製
6506.99--其他材料製
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六十三，六十八或九十五章以外的所有帽子及帽類均歸屬本節。特別是指安全帽類（例如
運動頭盔、軍用鋼盔、消防隊安全盔、機車安全帽、礦工安全帽或工地安全盔等）。有無護墊襯裡均在內，附麥
克風或耳機之安全盔也包括在內。
本節也包括：
（1）橡膠或塑膠製帽子及帽類。（例如浴帽、斗罩）。
（2）皮製或組合皮製帽子及帽類。
（3）毛皮或人造皮製帽子及帽類。
（4）羽毛製成或人造花製帽子及帽類。
（5）金屬製帽子及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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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帽帶、帽襯料、帽套、帽底坯、帽架、帽簷及帽頸帶。
本節僅包括下列各項帽類配件：
（1）帽帶，固定於帽頂內緣者，通常有皮製、組合皮製、油布或其他塗佈織物製等。本節所列者僅限於已剪裁
成一定長度或隨時可裝於帽類者。帽帶通常印有製帽者名稱。
（2）帽襯料及部分襯料通常以紡織材料居多，有時亦用塑膠或皮。這種帽襯通常印上製帽者名稱。
附在帽頂內部的標籤不列入本節。
（3）帽套，一般用紡織或塑膠材料製成。
（4）帽底坯，包括堅硬織物（例如粗硬布）、紙板、混凝紙、軟木、木髓及金屬等製者。
（5）帽架，例如鐵絲帽架（有時以紡織物或其他材料包繞）及戲劇用之彈簧帽架。
（6）帽簷（例如製服帽或其他便帽的）。帽簷之主要用途係供遮蔽陽光，如與帽之任何另件（帽頂）連於一起
者則視為帽類分類，否則根據其所使用材料而分類。
（7）帽頸帶，皮、紡織品、塑膠材料等製成之帽飾用狹扁條或窄帶（包括編結扁條）。
其製成方式可根據需要長度做調整，也可作為裝飾帶。本節所屬之帽頸帶僅限於即可連結於帽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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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雨傘、陽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零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測量手杖或類似品（第 90.17 節）；
（b）火器杖、刀杖、裝有武器之手杖或類似品（第九十三章）；或
（c）屬於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傘、玩具陽傘）。
2.─第 66.03 節不包括紡織材料之零件、裝飾帶或附件，或任何物質之覆蓋物、繐櫻、皮條、傘套或其類似品。該
項物品縱與第 66.01 或 66.02 節之物品同時出現，如未裝置其上，應單獨分類，不得視為該項同時出現貨品之
零件。

66.01-雨傘及陽傘（包括手杖形雨傘、庭園用傘及類似傘）（＋）。
6601.10-庭園用傘或類似傘
-其他：
6601.91--具有伸縮柄者
6601.99--其他
除明顯設計用為玩具或玩樂品之雨傘及陽傘（第九十五章）外，本節包括所有類別雨傘及陽傘（如禮傘、傘
帳篷、手杖及座杖傘，咖啡座、市場、庭園及類似用傘），不論其分件（包括固定之附屬品及裝飾品）係何種材
料製成。因此其傘面可以任何紡織纖維、塑膠、紙等製成；亦可上刺繡、飾有花邊、纓飾或其他裝飾品。
手杖傘為具堅固封蓋之雨傘，其外形如手杖。
傘帳篷係大型傘，具帷幕，可固定於地面（如鐘形帳篷以木釘固定或帷幕之內部以沙袋固定）。
傘柄通常以木材、籐條、塑膠或金屬製成，握柄可與傘柄同樣之材料，或全部或一部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
屬、象牙、牛角、骨、琥珀、玳瑁、珠貝等。亦可鑲嵌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製）等。握柄亦可包以皮
革或其他材料，亦可飾以繐纓或劍繸。
本節不包括：
（a）傘套或類似之附帶貨品，但未固定於所屬貨品上者（此類貨品列入適當之節別）。
（b）海灘帳篷，不具雨傘或傘帳篷之特性者（第 63.06 節）。
。
。。

目註解
第 6601.10 目
傘的設計非為手拿而係固定安置者（例如固定於地上、餐桌上或樁上）可視為「庭園傘或類似用傘」因此本
目包括用於室外座椅、畫架、花園餐桌、測量台等之傘和傘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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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2-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類似品。
除下列不屬於本節之貨品外，本節包括手杖、杖、鞭（包括牽引鞭）、馬鞭及類似品，不論係何種材料製成。
（A）手杖、座凳式手杖及類似品。
除一般之手杖外，本組尚包括座凳式手杖（其設計之握柄可開展形成一座位），設計專供殘廢者及老
年人使用之手杖、童子軍棍、牧人用之彎形杖。
本項尚包括未塗裝之木籐手杖，經車工、彎曲或其他方法加工者；但不包括略經修整或車圓之木及籐
材，適於製作手杖者（第 14.01 節或第四十四章）。本節亦不包括毛胚可識別為未塗裝之握柄類（第 66.03
節）。
手杖等之握柄及桿部分可由不同材料製成，可含有貴金屬或被覆以貴金屬，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
成或再製者）。亦可能全部或一部包皮革或其他材料。
（B）鞭、馬鞭及類似品。
本項包括：
（1）各種鞭，通常係柄及皮條聯合組成。
（2）馬鞭係柄及通常為一短皮帶環取代皮條組成。
此類貨品均可裝有劍繸或其他任何材料之附屬品。
本節不包括：
（a）測量手杖、度量杖及其類似品（第 90.17 節）。
（b）殘障用拐杖及叉狀杖（第 90.21 節）。
（c）火器杖、劍杖、載有彈藥之手杖及其類似品（第九十三章）。
（d）第九十五章之貨品（如高爾夫球棍、曲棍球棍、滑雪桿、高山冰斧）。

66.03-第 66.01 及 66.02 節物品之零件，裝飾品及附件。
6603.20-傘架，包括裝於傘柱上者
6603.90-其他
本節不包括紡織材料之零件，裝飾品及附屬品或任何材料之覆蓋物，繐纓、皮條、傘套及其類似品，此類貨
品即使附帶，但並未固定於雨傘、陽傘、手杖等貨品（參看本章章註２）上，應另行分別歸類。此外，本節包括
可識別如第 66.01 或 66.02 節所載明之零件、配件及附件。
屬於本節之貨品，不論其構成之材料（包括貴金屬、被覆以貴金屬或天然的、合成的、再製的寶石或半寶石）。
本節貨品包括：
（1）握柄（包括未完成但可識別為握柄者）及為雨傘、陽傘、手杖、鞭等貨品用之握把。
（2）傘架，包括裝於傘柱之傘架、傘骨及支骨。
（3）傘柱，不論是否裝有握柄，為雨傘或陽傘之用者。
（4）鞭或馬鞭之柄。
（5）上巢、珠尾、珠套、傘頂、彈簧、環管、調節傘頂與傘柄間斜度之裝置、長釘、座杖之類貨品之接地板等。
本節不包括：
（a）手杖之半成品（參看第 66.02 節之註解）。
（b）鐵管或鋼管及鐵或鋼之圓條，為傘骨或支骨之用，僅切成一定之長度者（第七十二或七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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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已整理之羽毛、羽絨毛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人髮製濾布(第 59.11)；
（b）花邊或刺繡或其他紡織物之花式圖案（第十一類）；
（c）鞋靴（第六十四章）；
（d）帽類及髮網（第六十五章）；
（e）玩具、運動用具或化裝遊戲用品（第九十五章）；或
（f）羽毛撣帚、粉撲及毛篩（第九十六章）
2.─第 67.01 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在若干製品中，羽毛或羽絨僅作為填塞物用者（例如第 94.04 節之被褥）；
（b）衣著物或其附屬品中，羽毛或羽絨僅供作裝飾帶或作為填塞物用者；或
（c）人造花或葉或其零件或屬於第 67.02 節之物品。
3.─第 67.02 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玻璃製品（第七十章）；或
（b）以陶器、石料、金屬、木或其他材料用塑造、鍛製、彫刻、衝印或其他方法製成整體之人造花、葉或果
實或用捆紮、拼湊或類似方法以外之其他方法，將零件組合而成之上述物品。

67.01-鳥皮及其他部分品帶有羽毛或羽絨者、羽毛、羽毛之部分、羽絨及其製品（第 05.05 節之
貨品及已加工之羽管、羽軸製品不在內）。
除已更適切地歸入其他節或下面註明不歸入本節之物品外，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鳥皮及其他部分品帶有羽毛或羽絨者、羽毛、羽絨或羽毛部分品。此類物品雖尚未構成製品，但加工範圍
已經超出清潔、消毒或防腐之簡單過程者（見第 05.05 節之註解）。歸入本節之物品得經漂白、染色、捲曲
或製成波浪形。
（B）鳥皮及其他部分帶有羽毛或羽絨者之製品，羽毛、羽絨或羽毛部分品等之製品，縱該項羽毛或羽絨等未經
加工而僅洗淨者亦在內，惟不包括羽管或羽軸之製品。因此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單根羽毛，其羽管用金屬線加強或綑紮，用以製造女帽帽峰者；單根之組合羽毛，以各種成分組合而
成者。
（2）羽毛組合成束者，羽毛或羽絨經膠合或固定於紡織品或其他基體上者。
（3）裝飾品，以鳥類、鳥體部分，帶羽毛或羽絨製成，用於帽類、毛皮圍巾、領飾、披風或其他成衣或成
衣配件之裝飾品者。
（4）扇類，以裝飾羽毛製成者，扇骨、扇柄及其部分品得以任何材料製成。但扇骨、扇柄及其部分品以貴
金屬製成之扇，列入第 71.13 節。
本節不包括成衣及成衣配件，僅用羽毛或羽絨作為裝飾或填充物者。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羽毛或羽絨製成之鞋靴（第六十四章）。
（b）羽毛或羽絨製成之帽類（第六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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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 67.02 節之物品。
（d）被褥等用品，其中羽毛及羽絨僅作為填充之用者（第 94.04 節）。
（e）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毽子，羽毛飛鑣或釣魚浮標）。
（f）經加工之羽管及羽軸（例如牙籤，第 96.01 節），羽毛撣帚（第 96.03 節），羽絨製化裝用粉撲及粉墊（第
96.16 節）。
（g）珍藏品（第 97.05 節）。

67.02-人造花、人造枝葉及人造果實及其部分品；人造花、人造枝葉及人造果實之製品。
6702.10-塑膠製
6702.90-其他材料製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人造花、人造枝葉及人造果實，其形狀與天然產品相似，係以各種部分品組合而成（綑紮、膠合、彼此接
合或相似之方法）。
本類貨品亦包括以人造花方式製成之傳統形式之花、葉或果實。
（2）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實之部分品（如雌蕊、雄蕊、子房、花瓣、花萼、葉及莖）。
（3）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實之製品（如花束、花環、花冠、植物）及其他製品，用以裝飾或修飾者，以
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實組合而成者。
本節亦包括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實，附有別針或其他小型之繫結物者。
本節之貨品，其主要用途在裝飾（如在房屋或教室內）或為帽子、成衣等之裝飾。除下列不歸入本節之物品
外，本類物品得以紡織材料、氈呢、紙、塑膠、橡膠、皮革、金屬箔、羽毛、貝殼及其他動物質材料（如海產動
物製成之人造枝葉，經過特別處理及染色，由水母類或苔蘚蟲體之柔軟部分組成）等製成。如符合上段之規定，
則不論其加工之程度，均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06.03 或 06.04 節之天然花卉及葉（如染色、塗銀、塗金等）。
（b）花邊、刺繡或其他紡織品製成之花式圖案，此類物品雖可作為衣服之裝飾品，但並非以金屬線、紡織材料、
紙、橡膠等用捆紮、膠合或類似方法製成人造花之形式者（即由各部分─花瓣、花蕊、莖等組合成者）（第
十一類）。
（c）人造花、人造枝葉製成之帽類（第六十五章）。
（d）玻璃製品（第七十章）。
（e）用陶瓷、石材、金屬、木材等經模造、鍛製、雕刻、衝壓或其他方法整件製成之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
實；或者用綑紮、膠合或類似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將零件組合而成的人造花、人造枝葉或人造果實。
（f）金屬線僅經剪成一定之長度，覆以紡織材料、紙等，用作人造花等之莖（第十五類）。
（g）物品可明顯辨識係供玩具、化裝遊戲用者（第九十五章）。

67.03-經梳理、稀疏、脫色或其他方法加工之人髮；羊毛或其他動物毛或其他紡織材料，經加
工供製假髮或類似品等之用者。
除經約略洗滌、沖洗或經整理而成一定長度之人髮（ 髮根及髮尖尚未排列一起者 ）及人髮廢品者外 （第
05.01 節），本節所包括之人髮係經梳理或其他方法加工（如使稀薄、漂白、染色、捲曲等），用以製造裝飾用
品（如製造假髮、髮鬈、假髮束）或其他用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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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梳理」，係指人髮之單絲，業經整理，其髮根及髮尖已分別排列於一起。
本節亦包括羊毛及其他動物毛（如犁牛毛、安哥拉或西藏羊毛）及其他紡織材料（如人造纖維），供製造假
髮及其類似品或玩偶用假髮者。供上述用途之產品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成束之物品，通常由羊毛或其他動物毛交織於兩根平行之繩串，其形狀有如一髮辮。此類物品（所謂「縐
紗」）通常以相當之長度進口，重約 1 公斤。
（2）捲曲之紡織纖維束，通常做成一小綑，每綑之長度為 14 至 15 公尺，重約 500 公克。
（3）人造纖維索條經染色，再對折形成束，在對折之二端，用約 2 公厘寬之機器製紗條綑紮，此類「索條」其
形狀有如伸長之繸纓。
羊毛、其他動物毛或其他紡織纖維之大宗，成粗纖維狀態或已整理供紡織之用者列入第十一類。

67.04-以人髮、動物毛或紡織材料製成之假髮、假鬚、假眉毛及假睫毛、假髮束及類似品；未
列名之人髮製品。
-合成紡織材料製：
6704.11--完整假髮
6704.19--其他
6704.20-人髮製
6704.90-其他材料製
本節包括：
（1）由人髮、動物毛髮或紡織材料製成之各種假品，包括假髮、假鬚、假眉毛及睫毛、假髮束、假髮鬈、假髮
髻、假髭及其類似品。通常為高級手工製品作為個人化粧或專業工作之用（如戲劇用之假髮）。
本項不包括：
（a）玩偶用假髮（第 95.03 節）。
（b）化裝遊戲用品，通常為低級材料及手工製成（第 95.05 節）。
（2）人髮製品，未列入其他節者，尤指某些人髮織成之輕質編織材料。
本項不包括：
（a）毛髮製濾布（第 59.11 節）。
（b）髮網（第 65.05 節）。
（c）毛髮製手用細眼篩（第 96.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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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陶瓷產品；玻璃及玻璃器

第六十八章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二十五章之貨品；
（b）第 48.10 或 48.11 節所列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紙及紙板（例如，以雲母粉或石墨塗佈之紙及紙板，塗瀝青
或柏油之紙及紙板）；
（c）第五十六章或第五十九章所列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紡織品（例如，以雲母粉塗佈或被覆之織物塗瀝青或
柏油之織物）；
（d）屬於第七十一章之物品；
（e）屬於第八十二章之工具或其零件；
（f）屬於第 84.42 節之石印石板；
（g）電氣絕緣物（第 85.46 節）或屬於第 85.47 節之絕緣裝置；
（h）牙科用磨錐（第 9018 節）；
（ij）屬於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及鐘外殼）；
（k）屬於第九十四章之製品（例如，家具、燈及燈配件、預鑄房屋）；
（l）屬於第九十五章之製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m）用第 96 章章註 2（b）所述之材料製成之第 96.02 節物品；屬於第 96.06 節之物品（例如，鈕扣）；屬於
第 96.09 節之物品（例如，石筆）；屬於第 96.10 節之物品（例如繪圖石板）或屬於第 96.20 節之物品（單
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品）；或
（n）屬於第九十七章之物品（例如，美術作品）。
2.─第 68.02 節所稱「已加工供製碑或建築用石」，不但適用第 25.15 或 25.16 節內所列之各種石類，並包括其他
類似加工之各種其他天然石（例如，石英岩、燧石、白雲石及塊滑石）；但不包括板岩在內。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二十五章之各種製品經進一步加工，而加工範圍己逾越該章註 1 所述明者。
（B）第二十五章章註 2（e）項所列不歸入該章之製品。
（C）以第五類之礦物材料製成之若干製品。
（D）以第二十八章之若干材料製成之製品（例如，人造研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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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項或（D）項所列之若干製品可藉膠合料、裝填料凝聚、強化，或諸如研磨料或雲母產品則可結合於
紡織品、紙、硬紙板或其他材料之襯裡或支持物上。
大部分此類產品及製成器係由加工（例如，成型、模造）製成。此項加工僅改變其形式而不改變其組成物之
性質。若干係經凝聚而成（例如，柏油製品或研磨輪等，後者係由膠合材料玻璃化後凝聚而成）。亦有在高壓鍋
內經硬化而成者（灰砂磚）。本章亦包括以原料更徹底之轉變方法製成之物品（例如，熔解成熔渣絨，熔化之玄
武石等）。
*
* *

由已成形之土製品經焙燒而成之物品（即陶瓷製品），通常列入第六十九章，但列入第 68.04 節之研磨陶器
除外。玻璃及玻璃器皿，包括玻璃陶瓷、熔化石英或熔化矽石之製品係列入第七十章。
除已在下列註解中分別指明所不包括之物品外，本章尚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七十一章之鑽石、其他寶石、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及其製品和所有其他物品。
（b）第 84.42 節之石版印刷用石。
（c）經鑽孔或經加工之板 （例如，板岩板、大理石板、石棉水泥板）顯係用作控制板者（第 85.38 節）； 第 85.46
或 85.47 節之絕緣物及絕緣裝置。
（d）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及燈配件、預鑄房屋）。
（e）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第九十五章）。
（f）符合第九十六章章註（b）之礦物雕刻材料經加工或成形之製品（第 96. 02 節）。
（g）第九十七章之雕塑品原件和收藏家的收藏品和古物。

68.01-長方砌石、緣石、扁平石之屬於天然石者（板岩除外）。
本節包括已加工成形且通常用於鋪路面、鋪路緣、鋪人行道及類似用途之天然石料（例如，砂岩、花崗岩、
斑岩），但板岩除外；此類石料即使亦能適用於其他用途者亦歸入本節。海濱沙石、鵝卵石及類似之不定型舖路
碎石則列入第 25.17 節。
歸入本節之製品，係將開採之石類以手工或機器割裂、粗劈或使成型而得。長方砌石及扁平石通常為矩形面
（包括正方形）；但扁平石之厚度常較其長度與寬度為薄；而長方砌石則略呈立方形或截頂之金字塔形（truncated
pyramids）。緣石可為直的，也可以是彎的，其橫斷面通常是長方形（正方形除外）的。
歸入本節之石類係業經成形，並可識別係為長方砌石、緣石或扁平石者，即使僅經割裂、鋸、或粗劈成方形
者亦然。本節亦包括石類經修琢、鑿毛、砂磨、研磨、磨成圓角、切斜角、製榫、挖穴或經特殊加工，專供某種
道路之用者（例如緣石製成某種形狀以便於道路排水、汽車進出等）。
本節不包括陶瓷製扁平石（第六十九章），及混凝土或人造石製之緣石（第 68.10 節）。

68.02-第 68.01 節貨品以外之已加工供製碑或建築用石及其製品（板岩除外）；已否襯底之馬賽
克石塊及類似品（包括板岩）
；含人工著色之天然石製小顆石、細碎石及石粉（包括板岩
）。
6802.10-瓦、立方磚及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最大面積小於邊長
７公分之正方形；人工著色之小顆石、細碎石及石粉
-其他供製碑或建築用石及其製品經簡單鋸切成表面平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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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2.21--大理石、石灰華及雪花石膏
6802.23--花崗岩
6802.29--其他石料
-其他：
6802.91--大理石、石灰華及雪花石膏
6802.92--其他石灰質石
6802.93--花崗岩
6802.99--其他石料
本節包括經加工天然石製之石碑或建築用石（板岩除外），其加工程度已逾越屬於第二十五章自採石場採出
之正常石類者。但若干已更適切地歸入本商品分類之其他節別之物品，則不歸入本節，這些物品的具體例子，參
見本章總則及本節之註解末段。
因此歸入本節之石料，並非僅經割裂、粗裁、或成方形、或鋸成方形（正方或長方之表面）之石塊、石片或
石板，而係已進一步加工者。
本節所屬之石料其形狀係經石匠、雕刻家等加工製成，即：
（A）粗鋸之石塊胚件；及非長方形之石片（具有一面或多面成三角形、六角形、梯形、圓形等）。
（B）任何形狀之石料（包括塊、板或片）不論是否已成製品之形態者，即已經過浮雕者（邊緣業經磨光而仍保
留其粗糙之突出表面之石，即所謂「石面」修飾之石）。用尖鑿、圈鎚、或鑿子等加以修飾者，用「曳及
起浪花」等使起縐紋者；經刨平、以砂磨、打磨、拋光、切斜角、模製、車削、飾面、雕刻等者。
故本節不僅包括如上法加工之建築用石料（表面加工之石板包括在內），且包括下列物品如：石階、飛簷、
欄杆、三角牆、枕樑及支架、門窗框及楣、門檻、壁爐臺、窗臺、門口之階梯、墓碑、界石及里程碑、繫船柱、
全景展示板（上釉或未上釉的）、守衛站及防禦用石、洗滌槽、水槽、噴水池、搗碎機用石球、花盆、圓柱、柱
基及柱頭、雕像及其墊座、深或淺浮雕品、十字架、動物雕像、碗、花瓶、杯子、口香片盒、文房用具、煙灰缸、
紙鎮、人造水果及葉子等。石料與他種材料混合製成之裝飾用品，可作為珠寶或仿珠寶，或金銀器皿歸類（見第
七十一章註解）。以石料為主要材料製成之其他裝飾用品通常均列入本節。
明顯地用作家具零件之石板（餐具架、洗滌臺、桌子等）如與家具之其他零件（不論已否裝配）同時進口者，
均列入第九十四章。但單獨進口用作家具面之石板則列入本節。
已加工石碑或建築用石之物品通常係以第 25.15 及 25.16 節之石所製成，但亦可用板岩除外之任何其他天然石
料（如石英岩、白雲石、燧石及塊滑石）製成。例如塊滑石用於工業建築、能耐熱及抗化學腐蝕（即用在恢復爐
中），亦可用於紙漿工廠及化學工廠。
本節亦包括小型馬賽克塊及類似的大理石磚等，係用作各種地板及牆壁等之舖面用者，無論是否以紙或其他
材料支持；亦包括各種人工著色小顆石、碎石及大理石粉，或其他天然石料（包括板岩）（如商店展覽櫥窗用），
但未經處理之鵝卵石、小顆石、碎石及彩色天然砂則列於第二十五章。
用水泥或其他膠合劑（如塑料）凝聚天然石料而得之物品，如石板、磚瓦等及用石粉或小顆石塑造或凝集而
成之小塑像、標柱、杯子等均視為人造石製品，列入第 68.10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加工板岩及板岩製品，而非馬賽克塊及其類似物（第 68.03，96.09 及 96.10 節）。
（b）熔化之玄武岩石製品（第 68.15 節）。
（c）已焙燒之塊滑石製品（第六十九章或八十五章）。
（d）仿首飾（第 71.17 節）。
（e）第九十一章所屬之物品（例如鐘、鐘殼及其零件）。
（f）燈、燈配件及其零件（第 94.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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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石質鈕扣（第 96.06 節）及第 95.04 或 96.09 節所屬之粉筆。
（h）雕塑品原件（第 97.03 節）。

68.03-已加工板岩及板岩製品或凝集板岩之製品。
第 25.14 節之天然板岩係整塊或塊狀、板狀、片狀之石經割裂、粗裁、製成方形或鋸成方形者。本節之製品
則係類似產品，但業經更高度加工者（如鋸裁成正方或長方形以外之形狀、研磨、拋光、去稜角、鑽孔、塗漆、
上釉、塑造或以其他方法裝飾者）。

本節尤其包括經磨光或其他加工之物品，如壁磚、舖地用大板岩及岩片（道路、房屋或化學設備等用）；排
水溝、蓄水池、水盆、污水槽、溝石、壁爐臺等。
本節亦包括可識別為屋頂、壁面及防濕用板岩，不但有特殊之形狀（多邊形、圓形等），亦有呈矩形者（包
括正方形）。
本節亦包括凝集板岩之製品。
本節不包括：
（a）不具人工著色之小顆石、碎石及板岩粉（第 25.14 節）。
（b）馬賽克塊及其類似物，人工著色之小顆石、碎石及板岩粉（68.02 節）。
（c）石筆（第 96.09 節），書寫及繪圖用石板，不論裝框與否（第 96.10 節）。

68.04-尚未裝於構造體上之磨石、研磨輪（砂輪）及類似品，供研磨、磨利、拋光、正形或割
切用者；手用磨利或拋光石及其零件之以天然石料、或凝集之天然或人造研磨材料或陶
瓷製成者，不論其是否裝有他種材料所製零件（＋）。
6804.10-供研、磨或製漿用磨石
-其他磨石、研磨輪（砂輪）及類似品：
6804.21--凝集之合成或天然金剛石製
6804.22--其他凝結之研磨材料製或陶瓷製
6804.23--天然石製
6804.30-手用磨利、拋光石
本節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1）供壓碎、磨碎、製漿等用途者，通常為體積極大之磨石及旋轉磨石〔如磨榖機用者──（上石或下石）；
磨木料、石棉使成漿狀等用者；造紙及漆料攪拌用之旋轉磨石等。〕
（2）刀具、工具等磨刃用之旋轉磨石，附裝於手搖、踏板或電動機械者。
以上兩類所述之旋轉磨石及磨石通常為扁平型、圓筒型或截頂之圓錐型。
（3）工具機、電動機械或氣壓手工具用之研磨輪（砂輪）、磨頭、磨盤、尖端等；此類物品係供修邊、磨光、
磨利、正形之用，有時亦供割切金屬、石料、玻璃、塑膠、陶瓷、橡膠、皮革、貝殼、象牙等之用。
除有些切割磨盤其直徑可能較大外，此類物品通常較前述兩項物品為小，且得為任何之形狀者（即扁
平狀、錐形、球形、碟形、環形、凹形或階梯形）。其邊亦可製成平面或具有輪廓。
本節不僅包括主要為研磨材料製成的工具，亦包括裝於金屬柄上僅含有極少量之研磨材料製成之研磨
頭；或堅硬材料（金屬、木料、塑膠、軟木等）製之中心以多層壓緊之凝集研磨材料永久黏合於其上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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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屬等製切割盤裝有研磨料之邊者，或其外圍嵌有一連串之研磨材料者）。本節亦包括供研磨頭用之研
磨件，不論其是否裝有架座，以便固定在研磨頭上。
須注意者，某些研磨工具不分類於此，而應列入第八十二章。該章僅包括附上磨料後，所具有的切齒、
溝、槽等，但仍保持其原形和固有性能的工具（即這些工具不同於本節的貨品，即使不附磨料也能使用）。
因此塗有研磨材料而具鋸齒之鋸應列於第 82.02 節。同樣地，割切玻璃片、石英片等成圓盤用之頂鑽，
如果其工作刃未塗有研磨料時，而是光滑的，應列入本節，工作刃口如係鋸齒狀者則列入第 82.07 節（不論
有無塗有研磨料者）。
（4）拋光石、砥石、油磨石、磨刀石及其類似者，不論其是否裝有握柄，係直接將金屬或其他材料以手磨利、
磨尖、磨亮或拋光者。
其截面可為各種不同形狀者（如，矩形、梯形、扇形或圓弧、刀刃形、具有錐形端之橢圓），亦可為
方形、三角形、圓形，半圓形等。其亦得由角柱形板所組成，通常係由凝結之碳化硼所製成，以供用手磨
尖或磨利人造研磨料製之磨石，而其次要用途，則供磨利金屬工具。
此石類係專用於磨利工具及切割器具（如刃具、收割機用刀、小鐮刀、大鐮刀、刈草機等），或拋光
金屬等。
具有銳利切割邊緣之工具（例如，剃刀或手術刀）係以油磨石或由特殊細粒石材或板岩所製之磨刀石
磨利者；此石類通常於使用前係以水或油弄濕。若干石材（例如，浮石）亦可用於化妝及修指甲，亦可用
以清潔、拋光金屬等。
旋轉磨石、磨輪等主要必須由凝集或非凝集之天然石料製成（例如，砂石、花崗岩、熔岩，燧石、磨
礫石、白雲石、石英、粗面岩），亦可由凝集之天然或人造研磨材料製成（例如，金剛砂、浮石、矽藻土、
碎玻璃、鋼玉、碳化矽、柘榴石、金剛石、碳化硼等）或陶土（燒過的泥土、耐火泥土或瓷）製成。
凝集磨輪等係由磨碎之研磨材料或石料與膠合劑如陶瓷材料（例如粉狀黏土或高嶺土，有時加入長
石）、水玻璃、水泥（尤其是含鎂水泥），或剛性較差之黏合材料（如橡膠、蟲膠、合成樹脂等）混合而
成。紡織纖維如棉、尼龍、麻等有時亦可加入於混合物內。此種混合物經塑造成型、乾燥後加熱（如以陶
瓷作為黏合劑者必要時可加熱至玻璃化階段），或經熟化（如以橡膠、樹脂等作為黏合劑者）。然後經修
整成一定之大小及形狀。
如製造某種拋光石（油磨石），則應該用經過水洗的研磨粉。
本節所列之旋轉磨石，尤其用於磨穀者或作製紙漿之用者，有時其表面呈稜紋狀。此種磨石得為整塊
者，或以片段組合者，或裝配插座、內外箍、平衡重量或漿孔者，亦可裝配樞軸或軸柄者；但必須均無支
架。有支架之旋轉磨石，如為手推或腳踏操作者，列入第 82.05 節，如為電動者則列入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
除上述完整的磨石、旋轉磨石外，本節亦包括明顯作為這些物品之配件；如主要係用石料、凝集研磨
料或陶瓷製成的上述貨品的部分產品、成品零件也歸列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三項：
（a）第 33.04 節的製成塊狀、板狀或類似形狀之芳香浮石石料。
（b）天然或人造研磨粉粒塗於紡織物、紙張、紙板或其他材料上所製成的砂紙、砂布及類似品（第 68.05 節）、
不論這種砂紙、砂布等是否膠合於支持物如木輪或木條上（例如，用於鐘錶製造工業、機械工程等用的磨
光棒）。
（c）牙醫用圓頭銼（第 90.18 節）。
。
。。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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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804.10 目
本目之製品係設計用來磨細物料，如榖粒、紙漿、顏料等的顆粒，而不是對物料進行修整、拋光、磨刃、修
正或用其他方法去除部分物料。

供研或磨用之磨石
此種產品通常成雙置放且具有一圓錐形表面（一個磨係凹面的；而另一個則為凸面的），其係沿著中心鑿槽
以允許壓碎之榖粒可順該磨心流出。

供製漿用磨石
本產品較為大型，通常重數噸，且其係以單塊石料或以數塊石料經膠合組成。其直徑超過 1200 公厘，而厚度
則超過 500 公厘。

68.05-以紡織材料、紙、紙板或其他材料為基材之天然或人造研磨料，不論是否剪裁或縫合或
另經製作者均在內。
6805.10-僅以織物為基材者
6805.20-僅以紙或紙板為基材者
6805.30-以其他材料為基材者
本節包括將粉碎的天然或人造研磨料用膠水或塑料粘於紡織材料、紙、紙板、硬化纖維、皮革或其他材料之
上製成的砂紙、砂布及類似品，成捲、剪裁成形（片、帶、條、盤、弓狀等）、線狀或繩狀的。本節亦包括不織
布製之類似產品，整體均勻地塗有磨擦料並以黏合物質固著於紡織纖維上者。所使用之磨料包括金剛砂、鋼玉、
碳化矽、柘榴石、浮石、燧石、石英、砂、玻璃粉等。得用釘固定、縫合、膠合或其他方法製成帶、盤等形狀。
本節亦包括以砂紙或砂布永久固定於木塊、木條等上製成的工具，例如磨光棒。但本節不包括磨輪附有堅固之支
持物（例如紙板、木料、金屬等）並以一層緊密之凝集研磨料（非粉或粒）製成者，及以類似材料製成之手工具
（第 68.04 節）。
歸入本節之物品主要係以人手或以機械操作磨光或清潔金屬、木料、軟木、玻璃、皮革、橡膠（硬化或未硬
化）或塑料者，亦可用以磨平及磨光清漆、真漆之表面或磨利鋼絲布。

68.06-熔渣絨、岩石絨及類似礦物絨；頁狀蛭石、膨脹黏土、泡沫熔渣及類似膨脹黏土、泡沫
熔渣及類似膨脹礦物材料；具有隔熱、隔音或吸音作用之礦物混合物或製品，但第 68.11
或 68.12 節或第六十九章所列物品除外。
6806.10-散裝、成張或成捲之熔渣絨、岩石絨及類似之礦物絨（包括其混合物）
6806.20-頁狀蛭石、膨脹黏土、泡沫熔渣及類似之膨脹礦物材料（包括其混合物）
6806.90-其他
熔渣絨及岩石絨（例如花崗石、玄武石、石灰石或白雲石製者）係將一種或多種上述石料加以熔化成液體，
然後以一股水流或氣流或藉離心作用，使滾滾而流之液體轉變為纖維。

本節亦包括一種名為“陶瓷纖維”的鋁矽酸鹽。其係藉熔化不同比例之鋁土和矽石混合物而成，有時則添加
少量之其他氧化物，諸如氧化鋯、三氧化二鉻或氧化硼，並藉吹氣或擠出製成纖維。
本節所屬之礦物絨如同第 70.19 節之玻璃絨，其外表呈羊毛狀或纖維狀；但兩者之化學成份不同（見第七十
章章註 4）。礦物絨之纖維較短，其色亦不如玻璃絨之白。
膨脹或頁狀蛭石係以第 25.30 節之蛭石加熱，使劇烈膨脹而成，有時竟可膨脹至原體積之 3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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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真珠岩、綠泥石、黑曜石等之膨脹形態者，係同樣經加熱處理而得，通常為重量輕之球狀粒。真
珠岩經熱處理而活性化後即成閃閃發亮之微小層片狀白色粉末，應列入第 38.02 節。
膨脹黏土係焙燒特選之黏土或煆燒黏土與其他材料之混合物（如亞硫酸溶液）而得。泡沫熔渣係將少量之水
加入熔渣中製成，但不可與較其密度高出甚多之粒渣相混淆，後者係將熔渣傾入水中而成，並應列於第 26.18 節。
所有上述之材料均不能燃燒，並為極優良之隔熱、隔音或吸音產品；即使為散裝者亦歸入本節。
*
* *

依照石棉含量之許可偏差率（見下述）之規定，本節亦包括散裝之隔熱、隔音或吸音礦物材料之混合物，例
如主要由矽藻土，矽質化石粉、碳酸鎂等組成之混合材料，並常加入石膏、熔渣、軟木粉、鋸屑或木屑、紡織纖
維等。上述礦物絨亦可成為此種混合物之一部分，此種混合物常用作包裝材料及天花板、屋頂、牆壁等之絕緣填
充物。
本節包括由上述產品或混合物製成之低密度製成品（例如塊、板、磚、瓦、管、汽缸外殼、繩索、墊等）。
此類成品得整體染色，以防火材料浸漬，以紙糊其表面，或以金屬加強。
為了使用上的方便，歸入此處之混合物及製品得含有少量石棉纖維。加入之石棉重量其比例一般不大於 5％。
本節不包括石棉水泥製品（第 68.11 節）及以石棉或石棉與碳酸鎂為基材之混合物（及其製成品）（第 68.12 節）。
本節亦包括鋸成塊狀或其他形狀之矽藻土或其他矽質土。
本節不包括輕質混凝土製成的物品（含頁狀蛭石、膨脹粘土或類似品作集料的混凝土）（第 68.10 節）。
經焙燒而成之物品列入第六十九章。

68.07-瀝青或類似材料之製品（例如：石油瀝青或煤焦油瀝青之製品）。
6807.10-成捲者
6807.90-其他
本節包括由天然柏油或瀝青、煤焦油瀝青、石油瀝青、瀝青混合物等（見第 27.08，27.13，27.14 及 27.15 節）
之製品。此類製品通常含有填充物，如沙、礦渣、白堊、石膏、水泥、滑石、硫磺、石棉纖維、木纖維、鋸屑、
廢軟木及天然樹脂等。
使用前應重熔之塊狀天然柏油、瀝青、煤焦油瀝青等，無論是否經過精煉或脫水，或與他種材料混合者均不
列入本節（第二十七章）；反之，歸入本節者必須為可識別之特製物品。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壓製或塑造而成之板、磚、瓦、大石板、用於屋頂、牆面、溝渠或舖路者。
（2）屋頂板，含有全部或兩面為柏油或類似物所被覆之基層底板者（例如以紙板、網狀物、玻璃纖維織物、人
造纖維或麻織物或鋁箔製成者）。
（3）建築用板，以一層或多層紡織品或紙張製成，全部以柏油或類似物質被覆者。
（4）鑄造或塑造之管及容器。
用金屬被覆或加強之柏油管及容器，應視其主要特性究為金屬或柏油製品而分類。
金屬管及容器（例如鑄鐵或鋼製者），以柏油、瀝青等塗佈者仍按金屬製品分類。
本節並不包括下列各項：
（a）僅以焦油或類似材料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紙張，例如作包裝紙用者（第 48.11 節）。
（b）以瀝青或柏油塗佈、浸漬或被覆之紡織物（第五十六或五十九章）。
（c）主要由石棉水泥製之製品外加柏油者（第 68.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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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以瀝青或柏油簡單塗佈或浸漬之玻璃纖維織品（第 70.19 節）。

68.08-植物纖維、草或木刨片、木碎屑、木粒、鋸末或其他廢木與水泥、石膏或其他膠合性礦
物凝結而製成之嵌板、板、瓦、磚及類似品。
本節包括用植物性材料（如纖維素纖維、木質纖維、木絨、木片、木刨片或其他廢木、鋸末、稻草、蘆葦、
燈心草、crin vegetal 植物等）與膠合性礦物如水泥（包括氧氯化鎂水泥）、石膏、石灰或矽化鈉凝結或塑造而成
之建築、隔熱、隔音或吸音用嵌板、板、瓦磚等；得含有礦物填充物（如矽質化石土、苦土、砂、石棉等），或
用金屬加強。
歸入本節之板、嵌板等其重量比較輕但較堅硬，其植物材料於粘合物中仍保持其本身特性。
因此類製品須與膠合性礦物凝結，故不可與第 44.10 節之再製木材或第 4 4.11 節之纖維板相混淆，因後兩者
須與有機黏著劑粘聚。本節亦不包括壓製軟木（第 45.04 節）及第 68.11 節之製品。

68.09-石膏製品或以石膏為基本成分之混合材料製品。
-板、片、嵌板、瓦和類似品，未經裝飾者：
6809.11--僅以紙或紙板貼其表面或加強者
6809.19--其他
6809.90-其他製品
本節包括著色與否之石膏或石膏材料之製品，諸如灰泥（石膏與膠液混合，塑造後其外表似大理石），纖維
石膏（石膏以粗麻屑末等予以加強，並通常與白明膠或膠之溶液混合），明礬石膏（亦稱「基尼水泥」或「英國
水泥」），及類似製品可能含有紡織纖維、木質纖維、鋸末、砂、石灰、礦渣、磷酸鹽等，但以石膏為其主要之
成份者。
此類物品得染色、上漆、打蠟、塗光漆、著銅色、塗金或塗銀（可用任何方法），有時塗以地瀝青；亦可予
以加強。本節包括：嵌板、板、片或瓦，有時其表面貼以紙板用於建築工業上；模塑物品如鑄造品、雕塑像、小
塑像、雕飾品、柱、碗、花瓶、精英小禮品、工業塑造品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骨折石膏繃帶，零售包裝者（第 30.05 節）及石膏骨折夾板（第 90.21 節）。
（b）列於第 68.06 或 68.08 節，用石膏凝聚之嵌板等。
（c）解剖模型、晶體模型、幾何模型、模型地圖、及其他模型，示範專用者（ 第 90.23 節）。
（d）裁縫用之人體模型等（第 96.18 節）。
（e）雕塑品原件（第 97.03 節）。

68.10-水泥、混凝土或人造石料製品，不論是否加強者均在內（＋）。
-瓦、扁平石、磚及其類似品：
6810.11--建築用磚塊和磚
6810.19--其他
-其他製品：
6810.91--建築或土木工程用預造結構組件
6810.99--其他

─ 948 ─

Ch.68
本節包括水泥（包括熔渣水泥）、混凝土或人造石之製品經塑造壓製或利用離心力製成者（例如某種管子），
但第 68.06 或 68.08 節（其中水泥祇作為膠合劑），或第 68.11 節（石棉水泥製品）之物品除外。
本節亦包括建築或土木工程用預造結構組件。
人造石為天然石之仿製品，通常用石灰或水泥或其他膠合劑（例如，塑料）將天然石料（石灰石、大理石、
花崗岩、斑岩、蛇紋石等）的片塊或粉末加以粘聚而成。人造石製品包括「磨石地板」及「人造花崗石」等。
本節亦包括熔渣水泥製品。
本節包括：塊、磚、瓦、天花板或網狀或條狀牆壁（包括嵌於混凝土內之鐵絲框）；大石板、樑、空心地板
及其他建築用物品、棟樑、柱、界碑、道路邊欄、管、踏階、欄干、浴盆、污水槽、馬桶、水槽、大桶、蓄水池、
水盆、墓碑、標幟、旗桿、鐵路枕木、火車路向指標、車窗框架、壁爐架、窗臺、門階、橫條、飛簷、花瓶、花
缽、建築及花園裝飾品、人形塑像、動物模型、裝飾用品。
本節亦包括磚、瓦及其他砂石灰製品，由砂、石灰及水之漿狀混合物所製成者。此類製品經壓力塑造後，須
在水平增壓鍋內，在高壓及 140℃之高溫下經數小時之高壓蒸汽處理。此種製品得為白色或經人工著色，其用途
與普通磚、瓦等相同。
上述漿狀混合物內加入各種大小之石英塊後，即成為人造石製品；如將金屬粉加入上述混合物內，氣體即被
驅除而成為輕而多孔之絕緣砂石灰板。此類板不經模壓，而是澆注成形後即放入壓熱器熱壓。
*
* *

本節所屬物品得鑽孔、磨平、打光、上漆、塗黃銅色，塗蟲膠而製成仿石板，或予以塑造、修飾、整體著色，
以金屬等加強（如鋼筋混凝土或預力混凝土），或裝配其他材料製之附件（例如鉸鏈等）。
本節不包括：
（a）碎混凝土塊（第 25.30）。
（b）粘集板岩製之製品（第 68.03 節）。
。
。。

目註解：
第 6810.91 目
本目包括建築或土木工程用預造結構組件，諸如：舖面嵌板、內牆、地板或天花板部分，基礎組件、打樁、
隧道部分、船閘門或壩組件，通道、飛簷。此些組件通常係由混凝土製，一般具有幫助其組合之裝置。

68.11-石棉水泥、纖維水泥製品及類似品。
6811.40-含石棉
-不含石棉：
6811.81--波形板
6811.82--其他板、嵌板、瓦及類似品
6811.89--其他製品
本節包括主要由纖維（如石棉、纖維素或其他植物纖維、合成聚合物、玻璃或金屬纖維）和水泥或其他水硬
性膠合劑均勻混合組成的硬化物品，纖維係作為增強劑。此類製品亦可含有地瀝青、焦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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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製品通常係將纖維、水泥及水之混合物經數層薄層壓製結合，模造（在可能壓力下）或擠出製成者。
本節包括按上述方法製成之各種大小及厚薄之板片及此項板片之製品；其法係趁板片尚未硬固前即予以割
切、壓製、塑造或使彎曲，例如：屋頂板、壁面板、隔板及瓦；製家具板、窗臺、告示牌、字母及數字；欄杆條、
瓦楞板、蓄水池、排水溝、水盆、污水槽；管接頭、軟墊圈及接頭，仿彫花嵌板、屋脊瓦、排水導管、窗框、花
盆、通風管及其他管線、電纜導管、煙囪罩等。
所有此類物品得整體染色、上漆、印刷、上釉、裝飾、鑽孔、銼孔、刨平、平整、拋光，或經其他加工；亦
可以金屬等加強。

68.12-經製作之石棉纖維；以石棉為主要成分或以石棉及碳酸鎂為主要成分之混合物；以此混
合物或石棉製成之物品（例如線、織布、衣服、帽類、靴鞋、密合墊）
，不論是否加強者
均在內，但不包括第 68.11 或 68.13 節所列者。
6812.80-青石棉
-其他：
6812.91--衣服、衣服之附屬品，靴鞋和帽類
6812.92--紙、紙板（片）及氈呢
6812.93--經壓縮之其他石棉纖維接合材料，成片或捲
6812.99--其他
本節包括之石棉纖維，除經槌打、潔淨、選擇或分級外，係業經進一步加工者（如梳理纖維及染色纖維）可
供任何用途（如紡織、氈織等、或用作過濾、絕、包裝等之材料）。粗石棉或僅經按長度、槌打或潔淨程度而分
級者除外（第 25.24 節）。
本節亦包括石棉與碳酸鎂、纖維素纖維、鋸末、浮石、滑石、石膏、矽質化石、礦渣、氧化鋁、玻璃纖維、
軟木等之混合物，用作隔熱之包裝材料，過濾用材料、或塑造石棉製品之基底者。
本節尤其包括範圍廣闊之石棉製品，單用石棉或用如前段所述之混合物製成者；亦可常與天然或人造樹脂、
水玻璃、瀝青或橡膠等混合。此類製品可用製氈法或用紡紗、搓捻、編結、縫合或模造等方法製成。
青石棉的描述，見註解第 25.24 節。
石棉紙、板及氈，係壓碎纖維成漿，然後壓成板片狀而成，其法與製造石棉水泥板相同（第 68.11 節）。石
棉板亦可用合成樹脂黏合多層石棉紙而成。此種製品與歸入第 68.11 節者不同之處在於其中之石棉纖維極易予以
識別。此類製品得製成捲、成張或成板，又可前成條狀、框架狀、圓盤狀或環形等。
製造石棉單股或多股紗時，石棉纖維須經槌打、梳理，然後紡紗。因石棉纖維不能拉長，故長纖維用以紡紗，
而短纖維用以製成板、氈、紙、石棉水泥及石棉粉。
其他石棉製品歸入本節者有：繩、辮繩、墊；整塊或裁剪成形之織品；扁條、鞘、管、導管、管子接口、容
器、棒、條塊、瓦、墊料接頭（歸入第 84.84 節之金屬及石棉製襯墊及類似接頭，及成組之襯墊及接頭除外）；
濾磚、桌面蓆、救火、工業、化學、民防等各界工作人員所用之護衣、帽靴（例如短便衣、褲、圍裙、袖套、手
套、無指手套、綁腿、頭巾及附有雲母眼鏡之面具、頭盔、石棉鞋面或鞋底之長靴）、床墊、消防員用護盾、滅
火板、戲院用幕、塗敷石棉之鐵球及錐（在氣體幹線中滅火時用者）。
所有此類物品均得以金屬（通常為黃銅或鋅線），或其他材料（例如紡織或玻璃纖維）予以加強；亦可塗佈
油脂、滑石、石墨或橡膠，或塗漆、鍍銅、整體著色、拋光、鑽孔、碾磨或其他加工。
除本章註解總則說明不歸入本章之製品外，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石棉粉或薄片（第 25.24 節）。
（b）以塑膠為主要成分之材料及製品，而石棉僅作填充料者（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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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石棉水泥製品（第 68.11 節）。
（d）以石棉為基本材料之摩擦材料（第 68.13 節）。

68.13-摩擦材料及其製品（例如：片、捲、扁條、段、盤、墊圈、墊片）
，未裝配，供製造煞車
、離合器等，並以石棉、其他礦物或纖維素為主要成分者，不論其是否包括紡織材料或
其他材料結合而成。
6813.20-含石棉
-不含石棉：
6813.81--煞車襯裡及墊片
6813.89--其他
石棉摩擦材料係石棉纖維與合成樹脂等之混合物經高壓塑造而得者。亦可將數層經以合成樹脂、瀝青或橡膠
浸漬之編織或編辮之石棉壓製而成。亦可以黃銅、鋅或鉛線予以加強。有時亦可用石棉被覆之金屬線或棉紗製成。
由於富有高摩擦係數及耐熱及抗磨等性能，此種材料係用作各種車輛、起重機、挖泥機或其他機械等之襯面剎車
蹄片、離合器圓片。本節包括類似摩擦材料以其他物材料（如石墨、矽質化石）或纖維素纖維為主者。
本節所屬之摩擦材料按照其特殊用途，可製成板狀、捲狀、扁條狀、段狀、盤狀、環狀、墊圈狀、墊片狀、
或裁成任何其他形狀；亦可用縫紉、鑽孔、或其他加工予以組合。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不含礦物材料或纖維素纖維（例如以軟木製者）之摩擦材料；其分類通常係依照其構成材料而定。
（b）固定煞車來令（包括已固定在設有圓形空穴、多孔舌槽或類似配件的金屬板上的摩擦材料，供圓盤制動器
用）；其係依所設計之汽車或機器零件而分類（如第 87.08 節）。

68.14-加工雲母及雲母製品，包括凝結或重組雲母，不論是否以紙、紙板或其他材料為支撐者
。
6814.10-凝結或重組雲母之成板、片和扁條狀，不論是否有支撐者在內
6814.90-其他
本節包括之天然雲母，為除經劈開及修整（剪成形）外，已另行加工者，亦包括粘聚（膠合）雲母及漿狀（重
組）雲母，以及此類材料之製品。
自礦中開採後僅經劈開及修整之雲母薄片及散裂片列入第 25.25 節。
本節包括以此類薄片及散裂片剪裁而製成之物品，因係用模沖製成，其邊甚為整齊。
經常所用之天然雲母為薄片或散裂片狀。但由於其晶體小，撓性差，成本高，不適合作多種用途，而常以粘
聚（組合）雲母（例如人造雲母板及薄片雲母）予以代替。此類雲母係將散裂雲母片以蟲膠、天然或合成樹脂、
地瀝青以上下或左右黏合而成。它可製成各種厚度之薄片、板或扁條，通常面積相當大。薄片等之一面或雙面，
一般以紡織品、玻璃纖維品、紙或石棉背覆。
雲母薄片亦可不用黏著劑製成，即將粉狀或漿狀雲母經過加熱、化學作用及機械方法製成，其法與造紙方法
相同（重組雲母）。
此類雲母薄片然後用一種柔軟之膠著材料固定於紙上或紡織品上；或以若干張薄片重疊有機黏著劑粘合成適
當厚度之板或扁條。
本節包括一定長度的雲母之成片狀、扁條狀或成捲者；切成方形、長方形、圓盤形等作特殊之用途者；模製
雲母製品，如管、線管等。所有此類物品得予整體染色、上漆、鑽孔、銑削、或其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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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雲母具有高度耐熱性及半透明性，故可用作烤爐、火爐、礦爐等之窺窗，不碎燈“玻璃”及護目鏡“玻
璃”。但因雲母具有優良之不導電性能，故主要用於電機製造工業（如製造電動機、發電機、變壓器、電容器、
電阻等）。但應注意，雲母絕緣體及電器設備中之其他雲母絕緣體，即使尚未裝配者，均應列入第 85.46 至 85.48
節，而雲母電容器則列入第 85.32 節。
又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粉狀雲母及雲母廢料（第 25.25 節）
（b）塗佈雲母粉之紙或紙（第 48.10 或 48.14 節），塗佈雲母粉之紡織物（第 59.07 節）；此種產品不應與上述之
粘聚雲母、重組雲母混淆。
（c）膨脹蛭石（第 68.06 節）（見有關註解）。
（d）雲母護目鏡及其鏡片（第 90.04 節）。
（e）聖誕樹裝飾用之雲母（第 95.05 節）

68.15-未列名石製品及其他礦物製品（包括碳纖維、碳纖維製品及泥煤製品）。
6815.10-非電氣用石墨或碳精製品
6815.20-泥煤製品
-其他製品：
6815.91--含菱鎂礦、白雲石及鉻鐵礦
6815.99--其他
本節包括一切未列入本章中之以前各節或本商品分類中之任何節別之石製品或礦物製品；因此不包括列入第
六十九章之陶瓷製品。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天然或人造石墨（包括核子級者）或其他碳製之非電氣用物品，例如過濾器；圓盤；軸承；管子及護套；
已加工之磚或瓦；供製造小精品（例如銀角、獎章，珍藏用之鉛質兵士等）所用的模子。
（2）碳纖維及碳纖維製品。碳纖維通常係將有機聚合物以細絲狀碳化而成，此類製品多用於補強。
（3）泥煤製品（例如片、汽缸殼體、培植植物之花盆）；但泥煤纖維紡織品除外（第十一類）。
（4）白雲石與焦油粘聚而成之未焙燒磚。
（5）經化學黏合但未經焙燒之磚及成其他形狀者（尤其是菱鎂磚或鉻鎂磚製品）。此類物品係安裝於熔爐內，
在熔爐初熱時始予焙燒。經焙燒後進口之類似品除外（第 69.02 或 69.03 節）。
（6）未焙燒之矽石缸或礬土缸（例如熔化玻璃用之缸）。
（7）貴金屬之試金石；得以天然石製成（例如一種抗酸細粒之暗色硬石名為 lydite 者）。
（8）舖路用石塊及板以熔渣模製但不用黏著劑而製成者，但不包括歸入第 68.06 節之隔熱物品。
（9）精細搗碎並粘聚石英或燧石製成之過濾管。
（10）熔化玄武岩製成之塊、板、片及其他製品；因其具有高度抗磨性，故用作管子、輸送機之襯裡；及焦炭、
煤、礦砂、砂礫、石料等之滑行槽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人造石墨或「其他碳」製成的塊、板及其類似半製品，主要用於切割成電刷者（第 38.01 節）（見有關註解）。
（b）以含碳物質（石墨、焦炭等）及煤焦油瀝青或黏土猶如燒製陶瓷製品般製成之耐火物品。（第 69.02 或 69.03
節─視情形而定）。
（c）電子用之碳棒、電刷、電極及其他零件或製品（第 85.4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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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陶瓷產品
章註：
1.─本章所稱之陶瓷製品，僅適用於定形後經燒製者，第 69.04 至 69.14 節僅適用於不能歸入第 69.01 至 69.03 節所
列的貨品。
2.─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28.44 節之製品；
（b）第 68.04 節之製品；
（c）第七十一章之物品（例如仿首飾）；
（d）第 81.13 節之金屬陶瓷；
（e）第八十二章之物品；
（f）電器絕緣物（第 85.46 節）或絕緣材料配件（85.47 節）；
（g）義齒（第 90.21 節）；
（h）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及鐘外殼）；
（ij）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和燈配件、預鑄建築物））；
（k）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l）第 96.06 節之物品（例如鈕扣）或第 96.14 節之物品（例如煙斗）；或
（m）第九十七章之物品（例如藝術作品）。

總

則

「陶瓷製品」一詞適用於以下列方法製成之製品：
（A）在室溫下將已調製及成型之無機非金屬材料進行燒製。該原料主要由黏土、矽土質材料、熔點高之材料（諸
如氧化物、碳化物、氮化物、石墨或其他碳）及部分黏著劑（諸如耐火土或磷酸鹽）所組成。
（B）將岩石（例如塊滑石）成型後焙燒。
上開（A）項所述之陶瓷製品製造方法（組成份不論）其主要步驟包括下列各項：
（i）製漿（或實體）。
在若干情形下（例如製造燒結氧化鋁製品），係直接用粉狀原料加入少量潤滑劑進行調製。但多
數均先製成糊漿。製漿過程包括：計量及混合各種成份，以及必要時則磨粉、篩選、壓濾、揉混、熟
化並脫氣。某些耐火產品也是由級配骨材料和細料之混合物，及少量之液體黏著劑所製成，該黏著劑
得為水狀（例如焦油、樹脂材料、磷酸、木質素溶液）。
（ii）成型。
製好之粉粒或糊漿儘可能製成所需之形狀。
此係用擠出（經過擠出模）、壓製、模製、鑄造或手工製造而成，亦有再經機器加工製造者。
（iii）乾燥。使成型之物品乾燥。
（iv）焙燒。
在此階段中將「生坯」（green ware）加熱至 800°C 或更高的溫度，應視製品性質而定。焙燒以後，
陶瓷顆粒由於擴散、化學轉變或部分熔融的結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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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經加熱溫度低於 800℃者，如係為了其樹脂硬化，促進水合作用，或為了去除水份或其他揮
發物之目的，則其不符本章章註 1 所稱之經過燒製者。此類物品即不包括在第六十九章。
（v）最後塗飾。
塗飾方法係依據陶器之用途而定，有時需要高精密度之機械塗飾。塗飾亦得包括加標記、嘖鍍金
屬或浸漬。陶瓷製品亦常加以著色（整體或表面），或以適當之特製顏色或不透明劑，玻璃化瓷釉或
釉、光滑劑、彩光劑等塗飾或加釉。
先成型後焙燒係本章所列製品與第六十八章不經焙燒之礦物及石製品及第七十章完全熔化之玻璃製品最明
顯之區別點。
下列製品係按照所採用之成份及焙燒方法，而成：
Ⅰ．第一分章（第 69.01 至 69.03 節）所列之矽化石粉製品或類似矽質土製品及耐火製品。
Ⅱ．第二分章（第 69.04 至 69.14 節）所列之其他陶瓷製品，主要包括普通陶器、石器、土器、瓷器等。
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碎陶器與碎磚塊（第 25.30 節）。
（b）第 28.44 節之製品。
（c）石墨或其他碳、金屬石墨、或其他等級之塊、板、條及類似之半製品，如供切割成電刷者（第 38.01 節）（見
有關註解）。
（d）已切割但未裝配之壓電陶質材料，例如鈦酸鋇或鈦鋯酸鉛等（第 38.24 節）。
（e）第 68.04 節之製品。
（f）玻璃陶瓷製品（第七十章）。
（g）卑金屬粉之燒結混合物及熔化異種密合卑金屬而得之混合物（第十五類）。
（h）第 81.13 節之金屬陶瓷。
（ij）用金屬陶瓷製成之工具板、工具棒、工具尖端及其類似品而尚未裝配者（第 82.09 節）及第八十二章之其他
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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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矽化石粉製品或類似矽土製者及耐火材料製品

總

則

本分章包括下列兩項，不論是否含有黏土者：
（A）在第 69.01 節中所指之陶瓷製品係以矽化石粉或類似矽土 ， 如坑塞古爾矽藻土 、 特利波里矽藻土 、或
代阿脫邁矽藻土（多數列入第 25.12 節），或以若干植物產品（例如稻殼灰）焚燒而成之矽土先經成型再焙
燒而得之製品。此類材料通常與粘合劑（例如黏土或氧化鎂）混合，亦有與其他材料（例如石棉、毛髮、
鋸屑、炭灰）混合者。
此類物品一般極輕，其多孔性使其成為優良之隔熱材；供用於建築物及蒸汽管等。若干製品亦可用作
烤爐，工業火爐，蒸汽鍋爐或其他工廠之耐火材料、及供要求輕質材料、低熱導性和耐熱性之其他地方使
用，若干係作為工作溫度低於 1000℃之熱絕緣體。
（B）在第 69.02 及 69.03 節中所指之耐火物品係經焙燒之物品具有特別之耐高溫性能者，例如用於冶金工業、玻
璃工業等（須達 1500℃或更高之溫度）。按照其特殊用途，耐火物品須能承受溫度之急劇變化；或為優良
隔熱物或為優良導熱體；其熱膨脹係數低，多孔或緊密，具有抗腐蝕效能，有良好之機械強度及耐磨強度
等。
歸入第 69.02 或 69.03 節之耐火物品，不但須能耐高溫，而且必須設計成能供高溫工作。因此第 69.03
節包括燒結氧化鋁製成之坩鍋，但用於紡織機之導紗器雖屬同一材料製成，因非作為耐熱用途，故應列入
第 69.09 節。
主要耐火物品計有下列各項：
（1）高鋁耐火料，主要成份為鐵礬土、富鋁紅柱石（Mullite）或金剛砂（有時與黏土混合）或藍晶石（Kyanite）、
矽綠石（Sillmanite）或與黏土混合之 andalusite（矽酸鋁）或燒結氧化鋁。
（2）矽酸鋁耐火料（例如含有 Chamotte 或 Grog 之耐火黏土）。
（3）矽或半矽質耐火料（以砂、碎石英、燧石等與黏土或石灰土膠合者）。
（4）菱鎂礦耐火料，以菱鎂礦（Giobertite）、海水氧化鎂或白雲石為主者；鉻鐵礦或氧化鉻耐火料；鉻鎂耐火料。
（5）碳化矽耐火料。
（6）氧化鋯或矽酸鋯耐火料，通常與黏土凝集者；以氧化鈹、氧化釷、氧化鈰等為基之耐火料。
（7）以石墨或炭精為基材，一般並與瀝青、焦油或黏土凝集之耐火料。（用於電氣方面之石墨或其他炭精製品
則列入第 85.45 節）。
（8）以其他材料如氮化矽、氮化硼、鈦酸鋁及有關混合物為基材之耐火料。
耐火材料主要用於建造鼓風爐、焦炭爐、石油裂解工廠、玻璃、陶瓷及其他工業用爐，並用於製造化學、玻
璃、水泥及鋁工廠以及其他冶金工業用的坩鍋和其他設備。
但第 69.02 及 69.03 節不包括雖有時亦稱耐火材料及半耐火材料之物品，而實際不能承受如以上所述之工業高
溫者。此類物品應列入第二分章之適當節別中。

69.01-磚、塊、瓦及其他陶瓷製品，以矽化石粉製者（例如矽藻土）或類似矽土製者。
本節包括列於本節文中之材料所製成之所有物品，不論其形狀（例如磚(brick)、塊(block)、板(slab)、嵌板(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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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tile)、空心磚(hollow brick)、圓筒殼、管），亦不論其是否具有耐火性能。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輕質非耐火磚，不含矽化石粉或類似矽土者（例如含有切碎之稻草、鋸屑、泥煤纖維等製成之磚，其所含有
機物在焙燒過程中均已消失，成為多孔性結構物）（第 69.04 節）。
（b）由矽藻土及石英所製成之過濾板（第 69.09 節）。

69.02-耐火磚、塊、瓦及其他類似之耐火陶瓷建材製品，但矽化石粉製品或類似矽土製者除外
（＋）
。
6902.10-以氧化鎂、氧化鈣、或三氧化二鉻表示之，含鎂、鈣或鉻元素，不論單計或合計，
其重量超過 50％者
6902.20-含氧化鋁（Al2O3）
，二氧化矽（SiO2）或上述產品之混合物或化合物，其重量超
過 50％者
6902.90-其他
本節包括一組常用以建造各種烘箱、窯、爐或其他設備的耐火產品（69.01 節的物品除外），這些產品用於冶
金、化學、陶瓷、玻璃等其他工業。
此類製品特別包括下列兩項：
（1）各種形狀之磚(brick)（平行六面體、楔形、圓筒形、半圓筒形等），包括拱心石及其他特殊形狀之磚（例如
滑行磚，一面為凹面而其他面為平面者），即使可明確識別係供建造第十六類工廠或機器之用者亦在內。
（2）供地板、牆壁、火爐等用之耐火磚及瓦(refractory block and tile)。
本節不包括各種管類（含半圓筒狀之滑道）及三角形、彎形及類似之耐火管或管配件（第 69.03 節）。
。
。。

目註解：
第 6902.10 目
本目所需要決定者係氧化鎂、氧化鈣或三氧化二鉻之含量。正常作法係以所呈現之元素（即鎂、鈣或鉻）含
量而定，而從這些數量即能計算出這些氧化物之相當濃度。例如 40％鈣相當於 56％之氧化鈣，而 24％之鎂則相
當於 40％之氧化鎂。故以含有 40％鈣（相當於 56％氧化鈣）之矽酸鈣為基材之製品將列入本目中。

69.03-其他耐火陶瓷製品（例如：甑、坩鍋、隔焰爐、噴嘴、栓塞、支架、灰皿、管子、護套
及桿），但矽化石粉製品或類似矽土製者除外。
6903.10-含石墨或其他碳或上述產品之混合物重量超過 50％者
6903.20-含氧化鋁（Al2O3）或氧化鋁與二氧化矽（SiO2）之混合物或化合物重量超過50%
者
6903.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未列入本章內以前各節之耐火製品。
（1）歸入本節之耐火製品與歸入第 69.02 節者不同之點在於前者大多數為非固定裝置物，諸如甑、反應槽、坩鍋、
灰皿及工業或實驗室用之類似物品、馬弗罩（muffle）、噴嘴、栓塞、煤氣爐噴嘴及火爐用之類似零件；燒
盆、支架及其他窯爐用器具在燒製陶器時用以支持或分隔陶器之用者；護套及棒條、坩鍋架、錠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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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試管、導管（包括半圓筒形之滑道）、三角形、彎形及類似管或管配件，縱使在建築工程中用作永久裝置
物者。
然而本節不包括賽格測溫錐（陶瓷焙燒試驗器）（見第 38.24 節之註解）；它們形成後不經焙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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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其他陶瓷製品

總

則

本分章包括未列入第１分章（以矽化石粉或類似矽土及耐火材料製成）之陶瓷製品。
依照本商品分類，此種物品之分類係以其種類（磚(brick)、瓦(tile)、衛生器具等）為準，製造時所用之陶瓷性質或
加釉與否，對於分類無影響，但下列情形除外：
（i）陶瓷舖面磚、貼面磚(ceramic flag, tile)及馬賽克磚(mosaic cube)及其類似物，未上釉者列入第 69.07 節，已上釉
者列入第 69.08 節。
（ii）餐具、廚房器具及其他家用或盥洗室用瓷製品列入第 69.11 節，其他陶瓷製品列入第 69.12 節。

(Ⅰ)瓷 器(porcelain or china)
瓷器係指硬瓷、軟瓷、素瓷（含巴羅斯島產之白色瓷器）及骨灰瓷。此類瓷器幾乎完全玻璃化。質堅、不透
水（縱使尚未上釉）。其係為白色或人工著色，半透明（除相當厚者外），敲之能產生清脆聲音。
硬瓷係由含有高嶺土（或高嶺土質黏土）、石英、長石（或 felspathoids）及有時加入碳酸鈣為原料製成；並
覆有一層無色透明之釉彩，與實體同時焙燒，因此熔化在一起。
軟瓷含鋁礬土較少，但含較多的矽石及助熔劑（例如，長石）。骨灰瓷含鋁礬土更少，主要含有磷酸鈣（如
呈骨灰形態）；故燒成該半透明實體所需之溫度，較焙燒硬瓷者為低。其釉面一般情形係於較低之溫度下進一步
焙燒上的，故其釉底裝飾範圍較廣。
素瓷係未上釉之瓷，其中巴魯斯瓷（有時亦稱卡拉拉瓷）係為一種特殊之細粒淡黃色瓷，含有較多之長石，
外表與巴羅斯島大理石相似，故因而得名。

(Ⅱ)其他陶瓷製品(other ceramic products)
瓷器(porcelain or china)除外之陶瓷製品包括下列各項：
（A）陶器與瓷器不同，其實體具有孔隙、不透明、可透水、經鐵器刮擦則易留痕跡，其碎片易於黏舌。此類陶
器包括下列各項：
（1）由普通含鐵及石灰質之黏土（磚土）製成之陶器；有暗晦之泥土質地，其顏色一般為棕色、紅色或黃
色。
（2）範圍廣闊之白色或彩色陶器（精陶器、花飾陶器、荷蘭白釉藍、彩陶器等）。其實體係多孔性，故必
須上釉使之不透水（例如塗以透明或不透明之釉，如白色或彩色金屬氧化物）。此類陶器由經過細篩
之黏土與水混合製成，坯泥顆粒細膩，焙燒所需溫度較焙燒普通黏土製者為高。其坯泥並未完全玻璃
化，因而不同於瓷器。
（B）粗陶器(stoneware)，質地緊密且堅硬，足可抵抗鋼針之刮擦。其與瓷器之不同處在於不透明，而且通常僅部
分玻璃化。粗陶器可為玻璃化的（不透水）或半玻璃化的器具。因為在製造時所用之黏土含有雜質，故通
常為灰色或棕色的，一般有上釉。
（C）若干所謂「半瓷器」或「仿瓷器」即業經調劑、修飾及上釉，使其外表與瓷器相似。此類製品非似陶器之
真正不透明，亦不似瓷器之真正半透明，其在較薄之部分如杯底可能微具半透明性。因其斷裂面呈粗粒狀，
無光澤而未經玻璃化，故此類材料仍可區別出與真正瓷器之不同處。因此在釉彩之下是呈多孔狀，其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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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是黏舌；又用鋼刀刮擦則易留痕跡。但應注意，若干軟瓷亦可以鋼器刮擦成痕。此種仿瓷製成之製品
不歸入瓷器。
本分章亦包括塊滑石粉等與黏土（例如高嶺土）、長石等混合後成形燒製的某些貨品，但應注意，此種材料
製之甚多製品係供電氣之用，故應列入第八十五章。本分章亦包括塊滑石裁鋸成一定形狀再經焙燒而製成之物品。
耐火材料（例如燒結礬土）製成的某些陶瓷物品，如非設計作為耐火物品者亦可列入第二分章（參見第 69.09
節之註解）。

69.04-陶瓷製之建築用磚，舖地用磚，支撐或填充用之磚及類似品。
6904.10-建築用磚
6904.90-其他
本節包括一般用於築牆、造房、建工業用高煙囪等之非耐火陶瓷磚(ceramic brick)（即不能承受溫度 1500℃或
更高溫的磚）。此種磚(brick)雖亦可作為其他之用（如玻璃化磚(vitrified brick)既可用於舖路或打橋墩，亦可用以建
築房屋）但仍列於本節。
磚類(bricks)通常是比較多孔性（普通陶器），但若干磚多少已玻璃化(vitrified)了（粗陶磚或工程用磚），這
些磚多用於需巨大之機械強度或高抗酸性的建築工程上（例如用於化工廠）。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具有平面或鋸齒狀面之矩形普通實心磚。
（2）工業高煙囪用之弧形磚，有時已鑽孔。
（3）空心磚、鑽孔磚；供作地板、天花板等且與結構鋼骨結合的長形空心舖地磚及建築用磚；支撐或填充用磚
塊(tile)（即嵌裝屋樑時，用以支撐磚塊(block)之陶瓷件）。
（4）面磚(facing brick)（例如屋之表面及牆面、門窗之四周所用者，亦包括用於柱頭、邊緣、牆之橫飾帶或其他
建築裝璜之特殊磚）。
所稱“雙層磚”(double brick)，是於縱長方面鑽孔，使用時劈開即可使用的磚，如分開後仍保持建築用磚之性
能者，仍列入本節。
所有這些磚(brick)，尤其用作面磚者，可予以磨光、或敷砂（焙燒時以砂熔於其表面上）、或加一層薄白色
或彩色之泥釉以遮蓋磚之本色、用燻或燒、或於質料內著色或表面著色（加入金屬氧化物，使用鐵質黏土，或在
還原氣中以碳氫化合物或碳加熱進行著色）、或以焦油浸漬或上釉等。亦可在一面或兩面塑造、壓花或壓凹痕圖
案。
本節亦包括以鋸屑、泥煤纖維、碎稻草等混合物製成之輕質磚，焙燒時此等物質即燒去而留下孔隙甚多之結
構。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矽藻土等製成之磚（第 69.01 節）及耐火磚（第 69.02 節）。
（b）貼面磚、舖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參見第 69.07 及 69.08 節之註解）。

69.05-屋頂瓦、煙囪罩、通風帽、煙囪襯裡、建築物上之裝飾及其他建築用陶瓷製品。
6905.10-屋頂瓦
6905.90-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非耐火物品，通常為普通陶器，有時略加以玻璃化，用途與磚同，係供屋房之建築用。
此類物品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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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屋頂瓦(roofing tile)（供屋頂、牆頭等用），通常具有突角(nibs)，供釘用之小孔(nailing)，亦可塑成連結式，
此點與第 69.07 及 69.08 節之貼面磚(tile)不同。其可為平面形、半圓柱形或成特殊之形狀，供屋簷、屋脊、
屋面天溝等用者。
（2）煙囪罩、通風帽、煙囪襯裡、煙道磚等。
（3）用於房屋、牆壁、門等之建築裝飾物（例如飛簷、橫條）；滴水嘴；三角楣飾、圓花窗、欄杆、梁托、柱
頭；山牆端、屋簷、屋脊、屋頂裝飾品等。
（4）其他建築用陶瓷物品，例如通風器格柵；黏土條，用作抹泥工作的底架，由交叉處上帶有燒製黏土十字件
或板的金屬絲網構成，以這些燒製黏土件為主要成分的。
這些製品不論為平面、磨砂面，塗泥釉、整體著色，或以其他材料浸漬、上釉、起肋紋、鑿槽或模塑成其他
裝飾狀者均歸入本節。
本節尤其不包括管及排水管(guttering)及類似品，如雨水排放管（第 69.06 節），即使作建築之用者。

69.06-陶瓷瓦管、導管、排水管及管配件。
本節適用於非耐火之管等，一般係設計可互相連結及用以排放或分配流體者；它們有各種形狀或截面（直的、
彎的、分叉的，直徑一致或不一的等），亦可上釉。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農業或園藝用排水管，多孔之普通陶器，僅在低溫下焙燒並略予加工者。
（2）其他管、導管及排水管（例如雨水排放管、下水溝管、保護電纜但不作為絕緣用之導管、排水溝或滑道型
之半圓管，牆上排水管等。）
此種管子可為未上釉之普通陶器，但為不透水起見，多經上釉及玻璃化（例如化學管）。
（3）用作連結或分岔之管配件（軸環、凸緣、彎管、Ｔ型管、清除污染物用的存水彎管）。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

69.05 節）。

（b）通常由瓷製，特別設計供實驗室用的小管子（例如燃燒管）（69.09 節）。
（c）絕緣之電線導管及接頭，及所有作電氣用途而設計之管狀配件（特別指第 85.46 及 85.47 節）。

69.07-陶瓷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陶瓷馬賽克磚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襯者
；收邊陶瓷面磚(異型陶瓷面磚)（＋）。
-陶瓷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列入第 6907.30 目及第 6907.40 目者
除外：
6907.21--吸水率以重量計不超過 0.5%者
6907.22--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0.5%，但不超過 10%者
6907.23--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10%者
6907.30-第 6907.40 目貨品以外之陶瓷馬賽克磚及類似品
6907.40-收邊陶瓷面磚(異型陶瓷面磚)
本節涵蓋陶瓷舖面磚(flag)及貼面磚(tile)，包括菱形飾面磚(quarry tile)，一般用以鋪地面或飾貼牆面、壁爐面
等。
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如與建築用磚(building brick)相較，表面尺寸較薄。建築用磚在建築
工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構成建築物之骨架，而舖面磚及貼面磚則係以水泥、黏著劑、或其他方式固定於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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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面上者。它們與屋頂瓦(roofing tile)也不相同，不同之處在於其常為平面的，不需藉由穿孔、製成突角或其他
造形以便於結合，它們被設計成能並排放置而不交疊。舖面磚較貼面磚為大，通常為矩形。貼面磚可製成各種幾
何圖形（六角形、八角形等）。貼面磚主要用於貼牆面、爐臺、爐床、房間地板及通道表面。舖面磚則多用於舖
路或舖地面，也用作爐底板。這兩類物品係以粘土或其它無機材料為原料，通常在室溫下以擠出或壓製成形，但
亦可以其他方法形成，然後進行乾燥，並隨後在足夠溫度下焙燒以產生所需的性能。然而，要達到能夠承受嚴重
磨損類型者通常已玻璃化，例如陶磚、瓷磚或煆燒塊滑石製成的磚（例如用作研磨機襯裡的磚等）。
耐磨性和玻璃化率之不同取決於面磚之結構，這些結構特性以吸水能力為特徵，具有高吸水率相當於具有多
孔結構，具有低吸水率相當於具有緊密（玻璃化）的結構。
孔隙率或吸水率（符號 E）的定義為乾燥之樣品（面磚）在水中飽和後之水含量百分比。吸水能力之判定係
採真空法，登載於 ISO 標準 10545-3。
吸水率之計算以下列公式表示：
E = {(Mf-Mi) / Mi }x 100 其中:
E = 吸水率，以百分比表示
Mi = 試樣的乾燥質量
Mf = 試樣的飽和質量若
某些陶瓷磚(ceramic tile)係專用於舖路(paving)，形狀與磚(brick)相異，通常成正立方體或截頂之錐形。實際上，
陶瓷磚通常為粗陶製的，特殊者亦有瓷製的（例如行人穿越道之小方磚）。
本節所列物品之分類，係根據其形狀及大小而定，而不根據其組成份歸類。因此適於房屋建築及舖路兩用的
磚(brick)不歸入本節（第 69.04 節）。
本節所列之物品得整體染色、作成大理石花紋、起肋紋、鑿槽、刻凹槽、上釉等。
依照上述之規定者，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邊、蓋、壁腳板、楣、角、角落或為完成飾面、鋪地…等工作而作為補足元件的其他配件磚片，有或無圓
邊，非平面或 3 維的，賦予他們飾面件的特性;特別是對於邊、壁腳板、楣，角件，裝飾嵌片及其他陶瓷配
件等會出現這種情況。在這些情況下，這些配件必需與其他基本面磚相匹配，所以它們正確的表面通常與
標準磚片具有相同色調或整飾加工。它們通常按片或按米長出售。
（2）在使用前可分開的雙層磚。
（3）陶板覆蓋元件（terracotta cladding elements）用於建築行業作為外部或內部覆蓋用途者，有不同尺寸，具有可
固定於主體結構體牆面上之模組化結構，例如以金屬夾具固定於垂直或水平之金屬型材上。
（4）馬賽克方磚，不論有無紙或其他褙襯，具有小尺寸特徵者。
另一方面，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專門製成供餐桌杯墊等用的陶瓷片（第 69.11 或 69.12 節）。
（b）第 69.13 節之裝飾品及類似品。
（c）專門製成爐用的陶瓷磚（第 69.14 節）。

目註解：
第 6907.40 目
本目所涵蓋某些類型收邊陶瓷面磚(異型陶瓷面磚)的圖片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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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邊陶瓷面磚(異型陶瓷面磚)

[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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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9-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陶瓷槽、桶及類似之農業用容器；陶瓷罐、缸及
類似品，供搬運或包裝貨物用者（＋）。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6909.11--瓷製
6909.12--硬度相當於莫氏硬度 9 或以上之物品
6909.19--其他
6909.90-其他
本節包括通常用玻璃化陶瓷材料（粗陶器、瓷器、塊滑石陶瓷等）製成之上釉或不上釉的製品。但不包括第
１分章總則所稱耐高溫用之耐火物品。但非供作耐高溫之物品，即使以耐火材料製成者（例如燒結鋁礬土製成之
導線器、研磨器等）仍列入本節。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實驗室器皿（即研究或工業用者）如：坩鍋和坩鍋蓋、蒸發皿、燃燒舟、烤缽、研缽及研杵；酸類用匙、
刮匙；過濾及觸媒器支架；過濾板、濾管、濾燭、濾錐、濾漏斗等；水槽、燒杯、刻度容器（廚用量器除
外）；實驗室用碟、水銀槽；小試管（例如燃燒管，包括測定碳量、硫量等用之分析管）。
（2）其他工業用陶瓷器皿如：唧筒、活門、蒸餾甑、瓮、化學槽及其他具有單壁或雙壁之固定容器（例如用於
電鍍、貯酸者）；酸用龍頭、螺旋管、分餾及蒸餾用管及柱，石油分餾器用的填充圈；研磨工廠用的研磨
器及研磨球等；紡織機用導紗器、擠出化學纖維等用之模頭。
（3）商業運輸或包裝用之容器，例如：大容器、窄口瓶等用以運輸酸及其他化學品者。供盛裝食品（果醬、調
味品、肉醬、酒類等）、藥品或化妝品（髮油、藥膏、面霜等）及墨水等用之細頸瓶、大口瓶、罐等。
（4）農業用槽、缸及類似容器。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68.04 節之製品。
（b）用耐火材料製成的蒸餾甑、坩鍋、馬弗罩、烤缽及其他類似製品（第 69.03 節）。
（c）廚房用及家庭用盛裝器皿（例如茶葉罐、麵包箱、餅干桶等）（第 69.11 或 69.12 節）。
（d）實驗室用的普通罐和容器，以及藥店、糖果店等展示用的罐（第 69.14 節）。
（e）瓷金製品（第 81.13 節）。
（f）第 85.33 至 85.38 節之電器裝置（開關、接線匣、熔斷器等）及第 85.46 或 85.47 節之絕緣子及絕緣附件等。
。
。。

目註解：
第 6909.12 目
本目包括高性能陶瓷物品。此等物品係由結晶性的陶瓷基質所製（例如氧化鋁，碳化矽，氧化鋯，矽、硼或
鋁之氧化物，或上述物品之混合物所製）；鬚狀結晶或纖維之補強材料（例如金屬或石墨）亦可散佈在基質上形
成組合陶瓷材料。
該等物品之特性為低孔隙度，基質粒子極小；高度抗磨損、腐蝕、疲乏及熱抖震性；具高溫強度；其強度對
重量比相當於或優於鋼鐵。該等製品常用於需要公差小之機械中，以代替鋼鐵或其他零件（例如，引擎增壓轉子、
滾子軸承和機械工具）。
本目所稱之莫氏硬度尺標，係以材料刮擦比其尺標較低之材料表面之能力，來定前述材料之等級。材料等分
為１（指滑石）至 10（指鑽石）。大多數高性能之陶瓷材料均列在量標接近頂端處。高性能陶瓷中使用之碳化矽
及氧化鋁在莫氏硬度尺標等級是 9 或 9 以上。為區分較硬之材料，莫氏硬度常擴大範圍，將滑石硬度定在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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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定在 15。在擴大之莫氏硬度尺標上，熔化過之氧化鋁其硬度相當於 12，碳化矽之硬度相當於 13。

69.10-陶瓷洩水槽、臉盆、臉盆座、浴缸、洗滌盆、抽水馬桶、沖洗槽、便器及類似衛生裝置
6910.10-瓷製
6910.90-其他
本節包括永久固定於房舍內或某一地點上的設備，通常與水道及污物處理系統聯接者。故必須上釉或延長焙
燒時間（例如粗陶器、精陶器、耐火黏土衛生器皿、仿製瓷器或玻璃化瓷器），以防漏水。除已列之設備外，本
節包括盥洗室用的蓄水槽。
抽水馬桶的陶瓷沖洗水箱，不論其是否裝有機械設備者，亦列入本節中。
但本節不包括浴室或衛生間必備之小型附件及配件，如肥皂碟、海綿籃、牙刷架、毛巾勾、衛生紙架等。即
使係設計裝於牆上者亦然。亦不包括可移動之輕便衛生用具如床用便盆、尿壺、便壺等。此類物品應列入第 69.11
或 69.12 節。

69.11-瓷製餐具、廚具、其他家庭器皿及盥洗室用具。
6911.10-餐具及廚具
6911.90-其他
見第 69.12 節之註解。

69.12-瓷器除外，陶製餐具、廚具、其他家庭器皿及盥洗室用具。
餐具、廚具、其他家庭器皿及盥洗室用具如為瓷製品列於第 69.11 節，而若為陶製品，諸如粗陶器、精陶器、
仿瓷器，則列於第 69.12 節（見第二分章總則）。
因此本節包括：
（A）餐具，諸如：茶具、咖啡用具、盤、有蓋湯碗、沙拉碗、各種盤碟、咖啡壺、茶壺、糖缸、有柄啤酒杯、
杯子、船形醬汁碟、水果盤、調味瓶、鹽罐、芥末罐、雞蛋杯、茶壺架、桌面舖墊、餐刀架、湯匙、餐巾
環等。
（B）廚具，諸如：燉鍋、各種形狀及大小之烤鍋、烘烤用之碟子、盆子、餡餅及果醬之模子、廚房用水罐、保
存用罐、貯藏用罐或箱（茶罐、麵包箱等）、漏斗、杓子、廚房用刻度量杯、趕麵棍等。
（C）其他家庭器皿，諸如：煙灰缸、熱水瓶、火柴盒架等。
（D）盥洗室用具（不論家庭或非家庭用者），諸如：衛生用具（大口水罐、缽等）、清潔水桶、床用便盆、小
便器、便壺、痰盂、灌洗器、洗眼杯；肥皂碟、毛巾架、牙刷架、衛生紙架、毛巾掛鉤及浴室、盥洗室或
廚房用之類似物品，不論是否設計成固定或嵌裝於牆上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包裝及運輸用之外加框架之大瓶、缸、瓶、罐及類似品（第 69.09 節）。
（b）浴缸、坐浴盆、洗滌槽及類似之衛生設備（第 69.10 節）。
（c）列入第 69.13 節小雕像及其他裝飾品。
（d）陶器，所含之裝飾性貴金屬或包貴金屬非僅屬點綴性者（第七十一章）。
（e）附有陶瓷容器之咖啡及香料碾磨機及金屬配件（第 82.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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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歸入第 85.16 節之電熱設備（烹飪、加熱等用），包括電熱元件（烹飪板、加熱電阻器等）。
（g）歸入第九十一章之物品包括鐘殼在內。
（h）第 96.13 節之打火機及香水噴射器等（第 96.16 節）。

69.13-陶瓷塑像及其他裝飾陶瓷製品。
6913.10-瓷製
6913.90-其他
本節包括範圍頗廣之陶瓷製品主要用作家庭、辦公室、會議室、教堂等之室內裝飾及屋外裝飾（如花園裝璜）。
本節不包括已具體列名歸入其他節別之物品，即使他們的性質或加工程度都說明其用於裝飾用途。例如：
（a）刻石飛簷、壁緣及類似之建築飾品（第 69.05 節）。
（b）貴金屬或包貴金屬在其中不僅是小配件的物品（七十一章）。
（c）仿首飾（第 71.17 節）。
（d）歸入第九十章之氣壓表、溫度計及其他儀器。
（e）鐘及鐘殼，後者縱附有裝飾品如小雕像或類似品，但明顯作為鐘殼用者（第九十一章）。
（f）列入第 94.05 節之燈及燈配件及其零件。
（g）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第九十五章）。
（h）列入第九十六章之鈕扣、煙斗、桌用打火機、香水噴射器及其他物品。
（ij）油畫、圖畫及全由手繪之蠟筆畫及原始雕像、珍藏品及百年以上之古董（第九十七章）。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純作裝飾而無實用價值之物品，及僅供配合其他裝飾用之物品，或能提高其裝飾效果者。例如：
（1）雕像、小雕像、半身雕像、高浮雕或半浮雕、以及其他內外裝飾用之雕塑像；裝飾品（包括鐘之部分
品）供壁爐台、擱架等用者（動物、象徵性或寓言性雕像等）；運動或藝術紀念品；裝有懸掛裝置的
壁飾（飾板、掛匾、掛盤）；大獎牌；隔火板；人造花、果、葉等；墓園用之花環及類似裝飾品；擱
架上或家庭用陳列櫃等上的小擺設。
（2）耶穌受難像，及其他教堂或宗教用裝飾品。
（3）純供裝飾用之盤、瓶、盆、大花瓶。
（B）餐具及其他家庭物品，顯然僅作裝飾或玩賞之用者，如碟子經雕塑後已無實際上之用途者；附帶配有一只
附屬精致小碟或煙灰缸的裝飾品，無真正使用價值的微縮品等。但在一般情況下，餐具及家庭用具基本上
是有使用價值的，裝飾應視為是次要的，而不會影響其用途。因此此類具有裝飾性之物品，如果使用效果
不比未裝飾的同類物品差，應列入第 69.11 或 69.12 節而非本節。
（C）家庭、辦公室等用之點綴品、裝飾品，但餐具及家庭用品除外。例如成套煙具、珠寶箱、口香片盒、香煙
盒、香爐、墨水台、書檔、紙鎮及書桌上類似陳設品及相片框架。

69.14-其他陶瓷製品。
6914.10-瓷製
6914.90-其他
本節包括不列入本章其他各節或本商品分類中其他各章之陶瓷製品。
其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1）火爐及其他加熱設備，主要以陶瓷製成者（一般為粗陶器，有時為普通陶器等）；非耐火雙面磚；火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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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爐之陶瓷零件，木材燃燒爐之陶瓷襯裡，包括專用於火爐之陶瓷磚(tile)。但電熱器具列入第 85.16 節。
（2）非裝飾性之花盆（例如供園藝用者）。
（3）門、窗等配件，諸如把手及門旋、門上指板等；用於盥洗塞鏈條的球形栓等。
（4）供商店招牌及商店櫥窗用之字母、數字、符號、標誌以及類似圖案，不論是否帶有印刷圖畫及文字，但備
有發光設備者除外（94.05 節）。
（5）彈簧瓶塞等，主要為陶瓷製者（例如用於檸檬水瓶者）。
（6）供實驗室用之普通罐及容器，以及藥店、糖果店等用的展示罐。
（7）其他各種物品如刀柄、學校用墨水池、用於散熱器之調潤器、鳥籠附屬品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陶瓷義齒（第 90.21 節）。
（b）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第九十五章）。
（c）第九十六章所屬之鈕扣、煙斗及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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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玻璃及玻璃器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32.07 節之貨品（例如：釉及彩釉，玻璃熔塊及其他玻璃，呈粉、粒或粉片狀）；
（b）第七十一章之物品（例如：仿首飾）；
（c）第 85.44 節之光學纖維電纜，電氣絕緣物（第 85.46 節）或第 85.47 節絕緣材料配件；
（d）光學纖維，經光學加工的光學元件、注射用針管、人造眼、溫度計、氣壓計、液體比重計或其他屬於第
九十章物品；
（e）燈及燈配件，發光標誌，發光名牌或類似品，具有永久、固定光源及第 94.05 節之此類物品之零件；
（f）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耶誕樹裝飾品或屬於第九十五章之其他物品（供玩偶用或供第九十五章其他
物品用之無機械裝置玻璃眼除外）；或
（g）鈕扣、保溫瓶、香水或類似品之噴射器或屬於第九十六章之其他物品。
2.─第 70.03，70.04 及 70.05 節係指：
（a）玻璃於退火之前經任何方法處理者，並不視為「已加工」；
（b）切成形並不影響其作為玻璃板片之分類；
（c）所稱『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係指鍍上超薄之金屬或化學化合物（如金屬氧化物），以吸收紅外光線
等或改進玻璃之反射品質而仍同時保持某程度透明或半透明者；或防止光線在玻璃表面反射者。
3.─第 70.06 節所述產品，不論其是否具有製成品之特性，仍歸列該節。
4.─第 70.19 節所稱「玻璃絨」係指：
（a）其含二氧化矽以重量計不少於 60％的礦物絨;
（b）其含二氧化矽雖低於 60％，惟另含之鹼性氧化物（氧化鉀或氧化鈉）以重量計超過 5％或所含氧化硼以
重量計超過 2％的礦物絨。
不符合上述規定之礦物絨歸列第 68.06 節。
5.─本分類內所稱「玻璃」包括熔凝石英及其他熔化矽石。
。
。。

目註：
1.第 7013.21，7013.31 及 7013.91 目等所稱「鉛水晶」係指玻璃所含之氧化鉛，以重量計至少達 24％。

總

則

本章包括各種型式之玻璃及其製品（本章註１所列不包括的物品或在本商品分類之其他節別更為明確列名的
物品除外）。
"玻璃"（下述之熔凝石英及熔化矽石除外）係鹼性矽酸鹽（鉀或鈉）與一種或多種矽酸鈣及鉛，以各種比例
混合之，另加鋇、鋁、錳、鎂等組成的一種熔融均勻混合物。
由於成份不同，玻璃種類甚多（例如波赫明"Bohemian"玻璃、高級玻璃 、鉛水晶玻璃、氧化鉛玻璃、斯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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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鉛玻璃）。這些不同類型的玻璃均非晶性（非晶質）而且是完全透明者。
本章各節包括稅目所列的相應物品，不論其為何玻璃製成的。
玻璃之製造方法甚多，計包括下列各項：
（A）鑄（例如平板玻璃）。
（B）軋（例如平板玻璃或夾金屬線玻璃）。
（C）浮（例如浮式玻璃）。
（D）塑造，無論是否另經壓製、吹製或拉製方法相結合者（例如模製瓶子、平底大玻璃杯、某些類型的光學玻
璃、煙灰缸）。
（E）吹製，機械或人工吹製，使用或不使用模具（例如製造瓶子、安瓿、裝飾品及有時吹製玻璃片）。
（F）拉或擠（特別用於製造玻璃片、棒、管及玻璃纖維）。
（G）壓製，通常使用模具，常用作如煙灰缸之製造方法，亦常與軋製法（例如製造有圖案之玻璃）或吹製法（例
如製造瓶子）結合。
（H）燈製法，用吹燈協助（由玻璃棒或管製成安瓿瓶、賞玩物品等）。
（IJ）切割，將以任何方法製得之坯體、球體等切割成所需要之製品（尤其熔凝石英或其他熔凝矽石製品通常由
實心或中空截面之坯體製得）。
多孔玻璃之製造，見第 70.16 節註解。
在某種情形下，本章之物品以其製造方法決定其分類，例如第 70.03 節僅適用於鑄及軋製之玻璃，第 70.04
節僅適用於拉製或吹製之玻璃。
*
* *

依照本章註５解釋，「玻璃」一詞應包括熔凝石英及其他熔化矽石。
本章亦包括下列三項：
（1）乳白或蛋白色半透明玻璃，係在整體之玻璃材料中加入材料如螢石或骨灰（約 5％）而成；加入之材料於熔
化物冷卻或再加熱時引起部分結晶。
（2）一種特殊材料稱為陶瓷玻璃者，係將玻璃以控制結晶法使之成為幾乎完全結晶的材料；再在材料內加入一
批成核劑而成，成核劑通常為金屬氧化物（如二氧化鈦、氧化鋯）或金屬（如銅粉）。此類材料以普通玻
璃製造法成型後，保持在某一溫度內以確保玻璃體環繞成核晶體而結晶（使玻璃不透明而結晶）。陶瓷玻
璃有時不透明，有時透明，比普通玻璃有較佳之機械，電氣及抗熱性能。
（3）具有低膨脹係數之玻璃，例如硼矽酸鹽玻璃。

70.01-碎玻璃及玻璃塊。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製造玻璃時產生的各種廢、碎玻璃（包括從熔爐濺出後經回收之廢玻璃）；亦包括破碎之玻璃製品。廢玻
璃常具有銳利之邊緣。
（B）玻璃（包括「釉彩」玻璃）塊料（即基本為規則的塊狀），沒有專門的固定用途。
「釉彩」玻璃較普通玻璃之熔解度及密度均高；通常不透明，雖有時亦有透明者；有的無色，有的為各種顏
色。當為整塊（塊狀或板狀）時，才列入本節中。係用於給其他玻璃之著色或使之不透明；並可以燈製法吹成裝
飾品等，還可用於給陶器上釉。
本節亦包括維特利特玻璃塊料，一種融點低之玻璃，用於電燈泡底座之接觸末端絕緣之用者。因其所含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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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錳量頗高，故產生黑色，可將燈泡底座內部之零件加以密封。
粉狀、粒狀或粉片狀的玻璃（包括維特利特玻璃及「釉彩」玻璃）不歸入本節（第 32.07）。

70.02-玻璃球（第 70.18 節之微球體除外），棒或管，未加工。
7002.10-球
7002.20-棒
-管：
7002-31--熔凝石英或其他熔化矽砂
7002.32--在攝氏 0 度到 300 度之溫度範圍內，線膨脹係數每度 K 不超過 5×10-6 之其他玻
璃
7002.3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兩項：
（1）實心玻璃球，通常經塑製、壓製或雙螺旋機製而成，可用以製造玻璃纖維之原料，也可用以製平板印刷板。
（2）直徑不同之玻璃棒或玻璃管，通常以抽拉法（如係管則兼用吹製法）製成。用途甚多（例如化學及工業用
具；用於紡織工業；再加工製成溫度計、安瓿、電燈泡或電子管，或裝飾物品）。某種螢光燈管（主要作
廣告用）係按長度分隔抽拉而成。
本組包括「釉彩」玻璃，呈桿、棒或管狀（參見 70.01 節關於「釉彩」玻璃之註解）。
歸入本節之玻璃球必須為未經加工者；棒及管狀者亦然（即直接經抽拉而得者，或僅經切成一定長度而在其
兩端略加磨平者（smoothed））。
本節不包括玻璃球、棒及管之已加工製成品或製成品零件而可識別者。此類物品應列入其適當之節別中（例
如第 70.11、70.17、70.18 節或第九十章）。如已加工但不能確定係作何種特殊用途者，則列入第 70.20 節。
本節包括整體含有螢光劑之玻璃管（不論已否切割成段）。反之，不包括僅管之內部塗有螢光劑者，不論是
否已另行加工（第 70.11 節）。
具有玩具性質之玻璃球（任何包裝形式，有彩色條紋之玻璃及供孩童遊戲用，裝於小包內之各種玻璃球）應
歸入第 95.03 節。成型後經研磨之玻璃球用作瓶塞者列入第 70.10 節。
本節亦不包括球狀玻璃微粒（微球粒，直徑不超過 1 公厘），例如用於製造道路標牌、反光標誌及電影銀幕，
或用於飛機噴射引擎或金屬表面之清潔者（第 70.18 節）。

70.03-鑄製及軋製成片或成形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
-不含金屬線之玻璃片：
7003.12--整塊著色玻璃（整體著色者）、不透明、閃爍或具有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
7003.19--其他
7003.20-含有金屬線之玻璃片
7003.30-成形
本節包括各種鑄製或軋製之玻璃，其係呈板狀（不論其厚度及是否切割成型），或成形，不論是否具有吸收、
反射或不反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其含下列各項：
（A）未經加工玻璃板，因其表面粗糙或成粒狀，通常不透明。可用金屬氧化物或其他金屬鹽類予以整體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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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經研磨或拋光之玻璃板除外（第 70.05 節）。
（B）整體上不太透明，有時甚至完全不透明的一種非透明玻璃。其外表通常製成類似於大理石、陶瓷、雪花石
膏的樣子。此類玻璃可染白色、黑色或其他顏色；無花紋或有條紋，係用以貼壁面或製造盥洗盆、櫃臺、
寫字台、桌子、手術台等之台面；也用於製作墓碑及廣告牌、招牌等。
此類玻璃之一面或兩面隨後得加以機械拋光，但經拋光處理後的產品不歸入本節（第 70.05 節）。未加
工者，留有與滾軸接觸之痕跡，或留有鑄砂的痕跡。若干蛋白色玻璃亦有一面製成肋骨狀或粗糙者以便於
裝配。
（C）其不規則之表面係在製造過程中形成的非透明玻璃。此類玻璃包括：粗鑄玻璃、大教堂用玻璃、經錘鍊之
大教堂用玻璃等；一面印壓圖樣（扁條、鑽石花樣、隆起紋等）之雕花軋製玻璃；波紋玻璃、及鑄製之所
謂古代玻璃（即佔有空氣氣泡、表面有細裂紋或其他人為缺點之玻璃）。此種玻璃可以整體著色；用於工
廠、倉庫、辦公室、浴室及所有房屋之窗戶需光線但隱暗者。
由於製法性質之故，此類玻璃並不再度加工使其平直。
如上述，本節僅包括鑄製及軋製之玻璃。
所謂鑄製方法（除需大面積者，現已由軋製法所取代）係將熔化之玻璃灌於固定之壓鑄台上。沿台面的各邊
都有金屬凸緣用以決定所製玻璃之厚度。鑄製時將坩鍋內之黏性玻璃團塊傾注於重金屬滾輪之前，滾輪在凸緣上
滾動，將團塊擠壓至凸緣之厚度。待玻璃已達成所需之厚度時，即緩緩地通過一退火通道或玻璃退火爐，越靠近
爐之出口溫度越低，至出口處時則已完全冷卻。「在鑄造過程中，外形（例如Ｕ形狀）可彎曲半熔化縱向長玻璃
帶而得。」
軋製法則將熔化玻璃送入軋輪之間而製成連接之帶狀、板狀或片狀。然後用機械帶入玻璃煆燒爐中。
玻璃表面上之花紋或錘打痕等，係在鑄製或軋製過程時壓製產生。在鑄製法中，以鑄造之雕花平板或以雕花
滾輪使半熔化玻璃形成所需花式。在軋製法中，所需之花式係由最後經雕花之軋輪形成。
上述之各種玻璃可能留有在製造時所成之孔或鑲以金屬線。平形、花紋、教堂用式或類似形式之玻璃有鑲金
屬線者以防碎裂或破損之危險，使其適於供建築之用。鑲金屬線玻璃大部分係在軋製玻璃乘軟時將鋼網嵌入。
本節之玻璃，在製造時得摻雜其他顏色之玻璃而閃閃發光，或披覆一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但不得進一步
加工。
本節不包括經鑄製或軋製之玻璃隨後尚須加工而歸列其他節者（例如 70.05、70.06、70.08 或 70.09 節），亦
不包括在製造過程中業經滾壓之安全玻璃（第 70.07 節）。

70.04-拉製或吹製之片狀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但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7004.20-整塊著色玻璃（整體著色者）、不透明、閃爍或具有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
7004.90-其他玻璃
本節限於拉製或吹製之玻璃，此種玻璃必須未經加工且呈片狀（不論是否切割成型）。
非機械之吹製玻璃方法目前幾乎完全已廢棄不用（除某種特殊玻璃外），而以機械拉製法取代之。（例如：
伏可爾法"Fourcault"，利比奧文斯法" Libbey-Owens"或匹茲堡法）或吹製與拉製合併法。
本節之玻璃具有多種厚度，但一般均比第 70.03 節之鑄製玻璃為薄；亦可著色或在團塊時即成不透明。在製
造時可摻雜另一顏色的玻璃而予以鑲色或鍍上一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
拉製及吹製之玻璃通常以製成時之原形使用，而未經進一步加工。除主要用作窗、門、展示櫥窗、暖室、時
鐘、畫框等之玻璃外，此類玻璃亦可用作家具之零件、照相底版、眼鏡玻璃等。
本節不包括表面經研磨、拋光或其他加工之拉製或吹製玻璃（見第 70.05、70.06、70.09 等節之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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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5-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經研磨或拋光之平板玻璃，不論有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且未
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7005.10-不含金屬線之玻璃，具有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
-其他不含金屬線之玻璃：
7005.21--整塊著色玻璃（整體著色者）、不透明，閃爍或僅經表面研磨者
7005.29--其他
7005.30-含有金屬線之玻璃
本節包括浮式平板玻璃。其原料係於熔礦爐中熔化，該熔化玻璃離開熔礦爐後，即倒入一熔融金屬之浮式池
中，在該浮式池中玻璃即在金屬液面上自由攤平，隨後保持液體表面之平滑，當其到達該浮式池末端時，該玻璃
之溫度即冷卻且硬度足以通過軋輪而不會留下痕跡或扭曲。該玻璃從浮式池移經一退火爐，而在爐的末端時，其
已冷卻並可進行切割。此類玻璃並不作表面研磨或拋光：因該製造方法之結果已使其表面完全平直。
本節包括第 70.03 及 70.04 節之玻璃經表面磨光或拋光者（研磨及拋光一般係合併進行）。
表面磨光法係使玻璃受到旋轉之鐵蹄形圓盤作用，同時配合含有研磨材料之水流，使該旋轉圓盤將玻璃表面
磨至平滑。而玻璃的透明則係藉一浸漬過鐵丹（氧化鐵）之氈盤的機器拋光而成。表面的磨光可連續進行，而且
雙面研磨機可同時對玻璃之兩面加工，最後之拋光亦可同時完成。
本節之玻璃得整體著色或使其不透光，或於製造時以另一顏色之玻璃使其閃閃發光或得披覆一吸收、反射或
不反射層。
本節之玻璃常用於窗、門、汽車、船、飛機等，供製造鏡子、桌面、棚架、展示櫃等，及製造第 70.07 節之
安全玻璃。
加工方法超出本節或本章註 2（b）所列範圍的片狀玻璃，包括彎曲或弧形玻璃在內，不列入本節（第 70.06、
70.07、70.09 等節）。

70.06-第 70.03、70.04 或 70.05 節之玻璃，經彎曲、邊緣處理、鏤刻、鑽孔、上釉或其他加工，
但未鑲框或裝配其他材料者。
本節包括第 70.03 至 70.05 節所述之玻璃，依下述之一次或一次以上程序製成者。然而本節不包括安全玻璃（第
70.07 節），複層絕緣玻璃（第 70.08 節）或玻璃鏡子（第 70.09）。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彎形或弧形之特殊玻璃（如櫥窗用），係將平板玻璃熱彎曲（在適當之熔爐及模型上）而成，但不包括第
70.15 節之彎曲或弧面玻璃。
（B）邊緣經加工（研磨、拋光、圓角、刻凹痕、去角、截成斜角、成形等）之玻璃因而成為製成品之性質者。
例如用作桌面之片條；用於天平或其他衡重機器、細縫觀察口或類似之處者；用作各種記號板、指板、相
框等之玻璃，嵌窗玻璃，家具等之玻璃門。
（C）續經打洞或刻有凹槽之玻璃。
（D）製成後表面再經加工之玻璃。例如：無光玻璃（磨砂玻璃，或經金剛砂或酸處理使成暗晦之玻璃）；去光
澤玻璃；以任何方法雕刻或蝕刻之玻璃；「釉彩」玻璃（即玻璃塗有磁釉或琺瑯顏料者）；以任何方法（手
畫、印刷、透明圖畫等）使玻璃具有圖案、裝飾、各種圖式等者，以及以任何方法加以裝飾之所有其他玻
璃，但經手畫後業已成為一副列入第 97.01 節之繪畫者除外。
本節不僅包括半製品之平板玻璃（例如無特殊用途之玻璃片），亦包括具有特殊用途之平板玻璃成品，其必
為無框、無背板、亦不裝非玻璃材料之附件者。故本節亦包括指板（供門及開關用），全部以斜邊或打洞之玻璃
及記號板製成，縱使該類玻璃已具斜邊、著色、或具有圖案或其他裝飾者亦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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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嵌裝於木材或卑金屬內作為照相框、畫框等之玻璃片則分別列入第 44.14 節及 83.06 節。不論是否加框
之裝飾玻璃鏡，其一面印有圖案者列入第 70.09 節或 70.13 節。以玻璃板製成之盤、碟有框架及把手等者，不論著
色與否列入第 70.13 節。廣告板、記號板、門牌、嵌板、信札板、數字板、以及與類似圖案，以紙、紙板、氈、
金屬等作底或加框者，則列入第 70.20 節（或第 94.05 節有裝燈飾者）。同樣地，玻璃板加框或裝於其他材料上，
而已構成機器或用具之零件特性者，或作為家具之一部分之特性者，則按機器，用具或家具分類。
用作家具製品之玻璃板，未裝框，或未裝於其他材料上，如分開進口者列入本節，但與家具同時進口（不論
是否已裝配）且顯明地屬於家具之一部分者，則按家具製品分類。
照相用玻璃底片（經感光、曝光或沖洗）列入第三十七章。含有導電金屬漿之電路玻璃板，及含金屬條或電
阻設計之加熱玻璃板均列入第八十五章。

70.07-安全玻璃，包括強化或膠合玻璃。
-強化安全玻璃：
7007.11--尺寸及形狀適合於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隻使用者
7007.19--其他
-膠合安全玻璃：
7007.21--尺寸及形狀適合於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隻使用者
7007.29--其他
所謂「安全玻璃」僅指下述之玻璃，非指防護玻璃如普通鑲金屬絲玻璃及特選之吸收性玻璃（例如抗光玻璃，
或抗Ｘ光射線玻璃）。
（A）強化玻璃。
（1）將玻璃重行加熱，軟化至不致變形之程度，再以適當之方法快速冷卻之（熱強化玻璃）。
（2）玻璃經過複雜之物理化學處理（例如離子交換）包括改造表面結構後，其強度、耐用性及可撓性實質
上均已提高者（一般稱為「化學強化玻璃」）。
此種玻璃之內部強度在加工處理中已固定，一旦製成後即不能再加工，故常直接製成所需之形狀及大
小。
（B）膠合玻璃。
此類安全玻璃通常稱為膠合玻璃，夾心玻璃等，均係製成夾心狀，在二張或多張玻璃板之間夾有一層
或多層之塑膠材料。此類塑膠芯一般為醋酸纖維素板、乙烯基或丙烯製品。完全膠合則使用高熱及高壓，
有時在玻璃板之內部噴以特殊之膠著劑。另一種方法則直接於玻璃板上產生一層塑膠性薄膜，然後加熱及
加壓將玻璃板封緘。
強化安全玻璃之特性為受震時可破裂成小塊而無銳利之邊甚或不至斷裂，因此可減少飛濺碎片割傷之危險。
膠合安全玻璃通常龜裂而無碎片飛濺。即使衝擊力極大而使之碎裂，其碎片亦不致過大而發生嚴重之割傷。為供
特殊之用途起見，膠合玻璃內亦可夾有金屬線網。其塑膠夾層心亦可著色。
因其具有上述之性能，此類玻璃係用作汽車之擋風板及窗、門、船隻之舷窗、工人及司機之護目鏡、防毒面
罩及潛水夫頭盔之鏡片。防彈玻璃則係一種特殊之膠合玻璃。
本節對於成形（例如彎形或弧形）或未成形者不予區別。
惟弧形安全玻璃可作鐘錶面玻璃或作太陽鏡者則歸屬於第 70.15 節。安全玻璃與他種物品裝於一起而成為機
器、用具及車輛之一部分者，則按機器、用具、車輛分類；同樣地，有安全玻璃鏡片之護目鏡列入第 90.04 節。
複層絕緣玻璃，例如二層玻璃中間夾玻璃纖維者，列入第 70.08 節。
強化玻璃及玻璃陶瓷之製品如非作上述之用途者，則根據其個別性質而分類（例如第 70.13 節之強化玻璃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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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酸硼烘烤之盤子及玻璃陶瓷板）。
以可塑性材料用作安全玻璃之取代品者根據其構成材料分類（第三十九章）。

70.08-複層之絕緣玻璃。
本節包括複層絕緣玻璃，最普遍者含有兩層或以上之玻璃板（片狀、板狀、浮式或經錘鍊成或教堂用式者），
以一層乾燥空氣或無活性之氣體分離，有時在其內部分隔成數區間。此類玻璃板並用金屬、人造樹脂或其他連結
劑沿其邊緣封緘，形成一完整之空氣封體。
另有一種複層絕緣玻璃是二層玻璃中間夾一層玻璃纖維者。
此類玻璃係用以製於窗、屋頂等，且具有某種程度之隔熱、隔音及降低凝結之效用。

70.09-玻璃鏡，已否鑲框者均在內，包括後視鏡。
7009.10-車輛之後視鏡
-其他：
7009.91--未鑲框
7009.92--已鑲框
「玻璃鏡」一詞係指玻璃之一面塗有金屬（普通為銀，有時為白金或鋁）因而產生明晰及光亮之反射作用者。
塗銀方法：係用硝酸銀的稀釋氨液為之（用酒石酸鉀或轉化糖為基本原料之還原性溶液混合）。玻璃面經審
慎地清洗乾淨後，即將此類產品倒於其上；還原之銀鹽則形成一層永久而光亮之金屬銀沈積層。
白金堆積法：係用氯化鉑之混合液刷於玻璃上，加熱幾乎至軟化之程度，因而產生黏性非常高之金屬塗層。
金屬塗層（尤其為銀）係一種保護塗料，有時含有一種或多種塗漆，或電解銅之堆積體，銅之本身已外塗漆
料加以保護。
本節包括片或板狀之鏡，不論已否經進一步加工者。亦包括各種大小之已成形鏡，例如：家具用鏡、室內裝
璜用鏡、火車廂用鏡等；洗手間用鏡（包括手用或懸掛用鏡）；衣袋用鏡（不論是否附有保護鏡匣者）。本節又
包括放大鏡及縮小鏡以及後視鏡（例如用於車輛）。所有此類鏡子得襯背（用紙板、織物等），或裝框架（用金
屬、木料、塑膠材料等）。框架並可用其他材料（織品、貝殼、珠母、玳瑁等）鑲邊。依照第九十四章章註 1（b）
項規定，裝配於地板或地面上之鏡（例如裁縫店試衣室或鞋店用有框架之鏡或旋轉鏡）亦歸入本節。
本節也包括不論是否加框且在其一面印有圖案但仍保有鏡子特性之鏡子，然而，若此印製圖案已使它不再作
為鏡子用，而作為玻璃裝飾品者，則歸列第 70.13 節。
但應注意，鏡已成第九十四章之家具之部分者（例如衣櫥門），按家具分類。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鏡子加裝若干零件而成為其他物品者，例如若干裝有柄之餐桌用碟（第 70.13 節）。反之，桌中央附裝之鏡
仍屬本節。
（b）鏡子之托架或框架含有貴金屬或包以貴金屬者、不論是否鑲以天然或養殖珍珠或以鑽石或其他寶石或次寶
石（天然、合成或重組者）（貴金屬並非作點綴性飾物者）（第 71.14 節），或其托架或框架含有天然或養
殖珍珠或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重組者）（第 71.16 節）。
（c）已光學加工之玻璃鏡（第九十章）（見有關註解）。
（d）鏡子與其他元件結合成玩具、遊戲品或打獵或射擊用具（例如嬉戲鏡子）（第九十五章）。
（e）超過 100 年之鏡（第 97.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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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安瓿及其他容器，供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
玻璃大瓶；玻璃製塞或蓋。
7010.10-安瓿
7010.20-塞、蓋或其他封閉物
7010.90-其他
本節包括商業上運輸或盛裝液體或固體（粉狀、粒狀等）用之各種玻璃容器；計有下列各項：
（A）外加護框之大玻璃瓶、外加柳條框及把手之細頸大罈、瓶（包括彎管瓶）、小藥瓶及類似容器，各種大小
及形狀者；用以盛裝化學產品（酸等）、飲料、油料、肉精、香水、藥品、墨水、膠等。
此類製品，以前係用吸製法製成，現幾全用機器製造，即熔化之玻璃自動送至模子內，藉壓縮空氣製
成成品。
所用之玻璃通常為普通玻璃（無色或著色），但亦有用鉛水晶製成者（例如裝香水用者）。某種外加
護框之大玻璃瓶則由熔化矽石或熔化石英製成。
上述容器通常設計有數種形式之封口；其形式得為普通瓶塞（軟木塞、玻璃塞等），玻璃球塞、金屬
蓋、螺旋蓋（金屬或塑膠），或經特殊設計者（例如用於啤酒瓶、汽水瓶、虹吸式蘇打水瓶等者。）
此類容器即使經研磨、裁切、噴沙、蝕鏤、雕刻或裝飾（特別用於香水瓶及酒瓶）、裝帶、用柳條或
其他材料（柳條、稻草、拉菲草【酒椰葉纖維】、金屬等）裝飾者，仍歸入本節；在瓶頸上可裝板動蓋子。
亦可裝置滴量設備或刻度，但以非用作實驗室之玻璃器皿者為限。
（B）大口瓶、壺及用以運輸或包裝某些食品（香料、醬油、水果、蜜餞、蜜等）、化妝品或衛生用品（面霜、
洗髮精等）、醫藥製品（油膏等）拋光劑及清潔劑等者。
此種物品通常用普通玻璃（無色或著色）在模子內加壓、隨即以壓縮空氣吹製而成。一般具有大口、
短頸（如有瓶頸者）、裝瓶蓋之唇或凸緣。但若干則用軟木塞或螺旋塞塞緊。
此類製品與一般瓶子相同，得經噴沙、裁切、蝕鏤、雕刻、裝飾、裝帶等。
（C）安瓿，通常係密封一拉製玻璃管後而獲得，供盛物用，如作為血清、或其他醫藥製品、或液體燃料（例如
存放香煙打火機汽油之安瓿）、化學製品等之容器。
（D）管狀容器及類似容器通常係由燈製玻璃管或吹製而成，用以運輸或包裝藥品及作類似用途。
本節亦包括玻璃貯存壺。
任何材料之瓶蓋，與其原容器一起者，歸列本節中。
本節包括玻璃塞及其他蓋子以普通玻璃或鉛水晶製成，不論已否研磨、裁切、噴沙、蝕鏤、雕刻或裝飾者。
亦包括用作瓶塞之某些玻璃球；此種玻璃球係切自玻璃條塊，成形後並以機器加工。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全部或大部分以皮革或合成皮革包裹之瓶及燒瓶（第 42.05 節）。
（b）保溫瓶或其他保溫器皿之玻璃膽（第 70.20 節）。
（c）有塞子之玻璃瓶、玻璃酒瓶及其他玻璃容器，屬供家庭用玻璃器皿（第 70.13 節），而非主要供商業上運輸
或包裝品用之容器。
（d）嬰兒餵奶瓶（第 70.13 節）。
（e）實驗室、衛生或醫藥用之玻璃器皿（第 70.17 節）。
（f）商店特別展示用瓶或壺（第 70.20 節）。
（g）香料噴霧瓶或燒瓶等（第 70.13 節），香水噴霧器（第 96.16 節），保溫瓶及其他保溫器皿（第 96.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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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1-開口中空玻璃（包括泡及管）及玻璃零件，無配件，供製電燈泡，陰極射線管或類似品
用者。
7011.10-電氣照明用
7011.20-陰極射線管用
7011.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用以製造電燈泡、管之任何形狀或大小之開口中空玻璃（包括泡及管），無配件者；不論作為照明用或其
他用途（白熾燈、蒸氣散發燈、Ｘ光燈、無線電真空管、陰極射線管、整流管、或其他電子管、紅外線燈
等）。此類燈泡大多數係由自動機器大量生產；其表面得經磨沙、著色、成蛋白色、金屬化、或塗以螢光
材料等。
（B）明顯用於製造電燈泡的末端窄小之玻璃管，或彎曲成形作廣告標誌形狀的玻璃管。
（C）管內襯以螢光物質（例如矽酸鋅、硼酸鎘、鎢酸鈣）者。
此玻璃泡及管經一系列之製造過程（包括製燈絲或電極、抽氣、填充一種或多種稀有氣體及水銀等，加蓋或
連接插頭）後，製成第八十五章之電燈泡、陰極射線管或其類似品者。
上述全部物品得用普通玻璃、水晶玻璃或熔化石英製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僅剪成一定長度之玻璃管，不論兩端是否用火燒平或用其他方法使其光滑者或已於整塊玻璃內加入螢光劑（例
如鈾酸鈉）者的玻璃管（第 70.02 節）。
（b）玻璃燈泡、燈管等之已封緘或具有配件者，及已製成之燈泡及燈管和電子管（見第 85.39，85.40，90.22 等節）。

[70.12]

70.13-玻璃器，供餐桌、廚房、盥洗室、辦公室、室內裝飾或類似用途者（不包括第 70.10 或 70.18
節所列者）。
7013.10-陶瓷玻璃器
-陶瓷玻璃器除外之高腳玻璃杯：
7013.22--鉛水晶玻璃
7013.28--其他
-陶瓷玻璃器除外之其他玻璃杯：
7013.33--鉛水晶玻璃
7013.37--其他
-供餐桌用（不包括玻璃杯）或廚用之玻璃器，但不包括陶瓷玻璃器：
7013.41--鉛水晶玻璃
7013.42--在攝氏 0 度到 300 度之溫度範圍內，線膨脹係數每度Ｋ不超過 5×10-6 之玻璃製品
7013.49--其他
-其他玻璃器：
7013.91--鉛水晶玻璃
7013.99--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大部分在模型內壓製或吹製之各項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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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餐桌用或廚房用玻璃器皿，例如：玻璃杯、高腳杯、高耳杯；酒瓶(Decanters)；餵奶瓶；水壺、細頸瓶；盤、
沙拉碗；糖碗；醬油盆（船形）；水果架、糕餅架、餐前小吃用碟；碗、盆；雞蛋杯；牛油碟；盛油醋用
調味瓶；碟子（調味及烹飪等用）；燉鍋、蒸鍋；碟；鹽瓶；糖篩；餐刀架；攪拌器；桌用手提鈴；咖啡
壺及咖啡濾杯；甜食盒；刻度廚具；保溫板；桌墊；家庭用攪拌器之部分品；磨咖啡用之杯子；乳酩碟；
擠檸檬汁器；盛冰桶。
（2）盥洗室用物品，諸如肥皂碟、海棉籃、液體肥皂罐、掛勾掛桿（毛巾等用），香粉罐、香水瓶、盥洗用噴
嘴零件（頭除外）、牙刷架。
（3）辦公室用玻璃器皿，如紙鎮、墨水架及墨水瓶、書籤、大頭針盛器、筆插、煙灰碟等。
（4）室內裝飾用玻璃器皿及其他玻璃器皿（包括教堂及類似場所用者）諸如花瓶、裝飾性水果盤、小塑像、小
精品（動物、花、葉、水果等）、桌面中心裝飾（第 70.09 節者除外）、養魚缸、香爐等；及帶有風景畫之
紀念品等。
此類物品得由普通玻璃、鉛水晶玻璃、低膨脹係數玻璃（例如矽酸硼玻璃）或玻璃陶瓷（尤其後兩者之供廚
房器皿用者）所製成；無色、著色或閃光玻璃均可；得經裁切、磨沙、蝕鏤、雕刻，或其他裝飾；亦可用平板玻
璃（例如裝有柄的某種托盤）但不包括桌面中心之鏡子（見第 70.09 節註解）。
反之，本節包括因印有圖案已不能再作為鏡子使用之具有鏡子形狀的裝飾品；否則歸入第 70.09 節
玻璃與其他材料（卑金屬、木材等）混合之製品，僅以保持玻璃器皿之特性者方得歸入本節。此類物品得含
有貴金屬或包貴金屬，但以僅作點綴性之裝飾用者為限；如超過此限則不列入本節（第 71.14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不論是否裝框之玻璃鏡（第 70.09 節）。
（b）普通用於運輸或包裝物品之瓶、大口瓶及壺，及貯存壺（第 70.10 節）。
（c）花飾鉛條窗玻璃及其類似品（第 70.16 節）。
（d）第 70.18 節所列適合作室內裝璜用之製品（例如玻璃珠製之人造花及葉，以及燈製玻璃製成之玩賞物品）。
（e）鐘殼（第 91.12 節）。
（f）第 94.05 節所列之燈具、照明裝置及其零件。
（g）香水噴霧器及類似化妝用噴霧器（第 96.16 節）。
（h）第 96.17 節所列之保溫瓶及其他保溫容器。

70.14-未經光學加工之信號用玻璃器及光學玻璃元件（不包括第 70.15 節所列者）。
本節包括下列未經光學加工之物品：
（A）信號用玻璃器（無色或有色）供安裝於道路反光信號器內者（例如裝於鑲板、牌、柱上等者），或裝於展
示牌內者，或作為機車、汽車等之簡單反光器者。此類物品，通常呈凸形，半球形或扁平形，正常帶有平
行之槽，對於光（例如由汽車之車前燈發出者）具有反射作用，因此即使在於遠方之暗處，亦可看見。
（B）玻璃製光學元件（無色或有色），本節包括之元件，在其製造中雖未光學加工，但能產生所需之若干光學
效果。此種物品主要包括透鏡及類似品供汽車車前燈、停車燈、方向指示燈、機車後燈、公路照明燈、浮
筒照明燈、手袋燈、手電筒、配電盤燈之用者，亦可用作若干普通放大鏡者。
本節亦包括光學元件之毛胚及需要進行光學加工之光學元件。
光學加工係先使用粗研磨料研磨表面，再逐漸使用之較細之研磨料。整個加工過程程序為粗磨、修整、磨平
及拋光。
未經拋光但已經拋光前之一次或一次以上加工程序之物品仍歸列本節。但元件之全部或部分表面經拋光而產
生所需之光學特性者不包括在內（根據其是否裝配的情況，分別歸入第 90.01 或 90.02 節──見有關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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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盤或透鏡邊緣之簡單研磨，未進一步加工者，不視為光學加工。
列入本節之物品通常係由簡單之塑造法或壓製法或裁切片、條、塊、板而製成者。
此項製品即使裝框鑲嵌或附反光面者仍列於本節，但已可識別為製成品者除外（例如第 83.10 節之卑金屬製
招牌、數字牌、字母牌及其他記號牌；第 85.12 節之機車或汽車用車前燈或停車燈）。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供非校正或校正眼鏡用之玻璃（未進行光學加工者）（見第 70.15 節註解）。
（b）球形玻璃微粒（見第 70.18 節註解）。再者，本節包括用這些微粒塗面，準備裝於路標或標誌牌上的玻璃板。
（c）經過光學加工之玻璃光學元件，及玻璃以外材料製的光學元件（第九十章）。
（d）第 94.05 節之燈光、照明裝置及其零件。

70.15-鐘錶玻璃及類似之玻璃，作非校正或校正眼鏡用之玻璃，呈弧形，彎形，凹形及類似形
狀，但未經光學加工者；空心球形玻璃及其切片，供製造上述玻璃用者。
7015.10-供製校正眼鏡用之玻璃
7015.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呈弧面、彎曲、凹形或類似表面的各種形狀或尺寸的鐘錶玻璃，不論是否具有平行面。本節亦包括裝於相
框及其類似物、大獎牌、濕度計、氣壓計及類似應用品用之玻璃。換言之，本節包括多種保護上述物品之
刻度盤或鐘表面等的玻璃。甚至在特殊情形下，此類玻璃包括實驗室用表玻璃，或用以製造鏡子。
上述玻璃如無平行面，則可具有某種光學性能。但歸入第 70.14 節之玻璃元件之主要作用，係產生所需
之光學效果，而本組之物品之主要作用，則係供保護之用。
（B）供製造非視力校正用眼鏡（即太陽眼鏡及其他保護眼鏡）之弧形玻璃或其類似者，此玻璃較校正視力用玻
璃品質為差。
此類玻璃通常具有平行面，實際上不作光學加工之用。惟如經光學加工則不列入本節（第 90.01 節）。
在（A）項及（B）項所述之玻璃，主要的加工方法如下：
（1）通常將玻璃吹製成直徑不大於 80 公分之空心圓球體。接著將圓球體分成三或四部分，再將每部分用帶
有鑽石刀頭的圓規，分割成若干小片，然後將小片置於模子中，利用熱壓把邊緣向裡面彎曲。
（2）將平面玻璃剪成小方形或圓盤形；然後在凹形模內或在旋轉環內加熱軟化，或在模子內熱壓使成弧形。
（3）將熔化玻璃直接傾入機械壓模機之模內。
（4）在圓形或矩形（包括正方形）平面玻璃之一面磨成凹空，以提供鐘錶指針在其中有足夠的空間走動。
除了有特定用途的成形玻璃外（圓形、橢圓形或矩形包括正方形），本節亦包括以上述（1）項方法所
製成之玻璃空圓球及其小片。
（C）供製造視力校正眼鏡用之玻璃（包括毛胚玻璃，即經簡單壓製或塑製而未經光學加工者）。在大部分情況
下，視力校正眼鏡工業係使用將熔化玻璃壓製成胚體之玻璃，而該胚體通常係加工成眼鏡片之形狀。在某
些狀況下，鏡片胚體係以裁切經軋製或拉製法所成之平板玻璃而得。然後，在壓製成胚體前，先放入熔爐
中軟化。而胚體在能作為校正眼鏡用鏡片前，需另外作表面處理，主要係拋光。
本節包括供作校正眼鏡鏡片之毛胚，即經簡單塑製而未經光學加工者。塑製前，此類玻璃則分別歸入第 70.03，
70.04，70.05 或 70.06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作相同用途之平板玻璃（尤其是第 70.05，70.06 及 70.07 節的玻璃）。
（b）第 70.14 節之光學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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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專供實驗室用之鐘錶玻璃（中央經穿洞者，邊緣經研磨以確保其密封性者等）（第 70.17 節）。
（d）作視力校正眼鏡或隱形眼鏡用之玻璃，已經光學加工者（第九十章）。

70.16-舖面用玻璃塊、磚、片、瓦及其他壓製或模造之玻璃製品，不論有無鑲金屬線，供建築
或工程用者；玻璃立方體及其他玻璃小製品，不論有無鑲背，供作馬賽克磚及類似裝飾
用途者；花飾鉛條窗玻璃及其類似品；多孔或泡沫玻璃之成片、磚、塊、板具等形狀者
。
7016.10-玻璃立方體及其他玻璃小製品，不論有無鑲背，供馬賽克磚或類似裝飾用途者
7016.90-其他
本節包括用壓製或模造之多種玻璃製品（不論是否與吹製法合併使用者）；主要用作平屋頂、圓屋頂及拱門
者，但有時亦與混凝土相接而作地窖、地下室、地下走廊等襯壁之用。
故本節包括實心或空心磚、方塊、瓦、片及各種模造物（雙頭製品等）；又包括建築藝術製品（薔薇形之雕
飾、中柱等）、階梯、梯層豎板、欄桿球飾等。
此類物品或多或少為半透明，其邊緣得加工或裝槽，亦可作成一定圖案，夾金屬線或與金屬、混凝土或其他
材料結合。
本節更包括下列各項：
（1）馬賽克磚，通常著色或一面鍍金，及用作牆壁或家具等之舖面材料之矩形小玻璃及其他平板狀之玻璃，不
論其是否鍍銀。此類物品不論是否具有紙、紙板、紡織品或其他物之襯背均歸類於本節。本節亦包括小塊
之著色玻璃碎片、通常為蛋白色玻璃，嵌入水泥中作建築物正面牆壁裝飾之用。
（2）私人房舍的花飾鉛條窗、教堂等用的彩繪玻璃窗。它們呈鑲板、圓花窗等形式，由各種形狀的玻璃（通常
為整體著色玻璃、表面著色玻璃或舊法平板玻璃）鑲在有槽鉛條上構成，有時還用金屬條杆加強。
用有槽的其他金條製成的類似組裝玻璃窗，尤其是花飾銅條窗，其防火性能更好。
（3）多孔或泡沫玻璃磚、鑲板、板、片或類似形狀者，通常係將壓縮空氣吹入或將發氣劑加入熔化玻璃而得；
有色或無色，其組織與浮石組織相似，比重不超過 0.5（故可作軟木之代用品）；一般易於鑽孔、裁鋸、銼
削等。係一種隔熱、隔音及吸音材料，用於建築物中者為上述之形狀。
此種玻璃亦可製造救生帶、救生圈、裝飾品等。但如製成此種形狀，則不歸入本節而應按其他玻璃之
類似製成品分類（尤其是第 70.13，7017 或 70.20 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70.04 至 70.06 節之玻璃。
（b）複層式隔音、隔溫玻璃（第 70.08 節）。
（c）由馬賽克磚製成之嵌板及其他裝飾圖案者（第 70.20 節）。
（d）超過 100 年之花飾鉛條窗（第 97.06 節）。

70.17-實驗室、衛生或醫療用之玻璃器，已否刻度或校正者均在內。
7017.10-熔凝石英或其他熔化矽砂
7017.20-在攝氏 0 度到 300 度之溫度範圍內，線膨脹係數每度Ｋ不超過 5×10-6 之其他璃製
品
7017.90-其他
本節包括通常用於實驗室之玻璃製品（研究、醫療、工業使用），包括：特種瓶子（氣滌瓶、試藥瓶、吳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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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瓶(Woulf's)等）；特種管（氣滌管、乾燥管、凝結管、過濾管、滴定管、試管等）；攪拌器；蒸餾瓶；刻度瓶；
培養瓶（可勒瓶“Kolle”，路克斯瓶“Roux”等）；各種量管；蒸發碟；量瓶；特種鈴型瓶及接受器（真空、窄
頸等）；特種滴瓶（帶刻度數等），曲頸瓶；結晶碟；乾燥圓筒；濾板及濾片；匙；乾燥器；濾膜分析器；承接
管；凝結器，蒸餾設備中之接受器；特種漏斗（附開關、球型漏斗等）；圓筒；坩鍋；過濾坩鍋；特種燒瓶（錐
形、多頸形等）；特種酒精燈；研缽；稱量舟皿；吸管；各種特殊形狀之真空器皿（不列入第 96.17 節者）；洗
瓶；活栓；刮勺；缸瓶（過濾缸、沉澱缸、多頸缸等）；馬弗罩；坩鍋支持板；顯微鏡用載片及覆蓋玻璃等。
物理或化學分析用之儀器及設備之分類應參考第 90.27 節之註解。此類物品雖可能歸入第 90.27 節，同時亦可
視為實驗用玻璃器皿而列入本節中。依此參考結果，則歸入本節者可能包括：酸液比重計（第 90.25 節者除外）、
乳液比重計、乳油計、乳脂計、及驗牛奶產品之類似儀器；白蛋白計及尿素計；測氣管；體積計；測氮計；愷普
斯（Kipps）發生器及克捷爾大爾（Kjeldahl）定氮儀及類似品；碳酸計；確定分子量的冰點測定器和沸點測定計
等。
所謂「衛生或醫療用之玻璃器具」係指無須專業者服務即可使用之物品。因此，本節亦包括沖洗器、噴射嘴
（注射器、灌腸器等用者）、盛尿器、便盆、便壺、痰盂、吸杯、胸部除痛器（帶或不帶橡皮球體者）、洗眼杯、
呼吸器、壓舌板等。外科捲繞腸線用之捲線筒及捲線軸亦包括在內。
歸入本節之各種物品得經刻度或標量；可用普通玻璃製成（尤其用作醫療或衛生用者），但實驗室用之玻璃
器通常為硼矽玻璃、熔化石英或其他熔化矽石所製成，因該玻璃具有化學穩定性及低膨脹係數。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運輸或裝物用容器（第 70.10 節）；普通弧形錶面玻璃有時用於實驗室者（第 70.15 節，見該節之註解）；
藥房專用的陳列瓶和工業用的玻璃器（第 70.20 節）。
（b）歸入第九十章之玻璃儀器及用具，例如：皮下注射器、醫療、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或用具之特種噴嘴
及其他製品（第 90.18 節）；第 90.25 節之液體比重計及其他類似之浮動儀器、溫度計、熱度計及氣壓計；
第 90.26 節之儀器及用具。（供計量或控制流量等用者）以及第 90.27 節之物理或化學分析用之儀器及用具。

70.18-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仿半寶石及類似之玻璃小製品，及其製成品，但仿首飾除外
；玻璃假眼，用於人體者除外；燈工方法製作之玻璃塑像及其他玻璃裝飾品，仿首飾除
外；玻璃顆粒，其直徑不超過１毫米者
7018.10-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或仿半寶石及類似玻璃小製品
7018.20-玻璃顆粒，其直徑不超過１毫米者
7018.90-其他
本節包括多種不同的玻璃物品，其中大多數係直接或再加工後用以供人賞玩及裝飾者。
上類物品包括下列各項：
（A）玻璃珠（例如用作項鍊、念珠、假花、墳墓用之裝飾品等，紡織物品之裝飾─邊飾、刺繡等，手提包及其
類似物之裝飾；或用作電絕緣器）。此種玻璃珠，不論是否著色，係為穿孔之小球狀，基本上是圓形的。
它們的製法係將玻璃管剪成數段，其長度及直徑約略相同，再與粉狀材料之混合物（木炭、石墨、熟石膏
等）送入金屬圓桶內，置於火爐上旋轉。玻璃小圓管由於受熱軟化，經摩擦而成球形，其中粉狀材料係防
止它們互相黏著。
（B）仿珍珠，空心或實心，呈各種顏色，各種形狀及大小，以偽裝真珍珠者。最普通之空心珍珠係沿直徑極小
之玻璃管吹成薄玻璃球，然後一一分開而成。由於製法關係，此種珍珠有二個直接相對之孔用以穿線。空
心珍珠亦可用玻璃棒吹製而成。其係以含有珠光精（溶於氨水之魚鱗糊料）之材料吹入玻璃珠中，有時更
加入白蠟以增強其硬度。此種仿珍珠由其重量輕及施以極輕之壓力即可將之壓碎的事實，可易與真珍珠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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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實心仿珍珠，係將玻璃滴於銅線上在火焰內旋動，或將玻璃倒入橫放薄銅管之小模內鑄造。冷卻後，
金屬為硝酸所溶解而玻璃則不受侵蝕，因此珍珠留有空心之直徑。
將這些珠子塗上珠光精，最後再加一層有保護性能之透明漆。
（C）仿寶石（包括仿半寶石），不可與第 71.04 節之合成或再製寶石混淆（參閱有關註解）此類仿寶石係用具有
高折光率之特殊玻璃（例如斯特拉斯鉛玻璃）製成，無色或以金屬氧化物直接著色。
仿寶石通常係用玻璃塊切成小塊至所需之大小，此類小塊排列於塗有矽藻土之金屬板上，放入小爐內
將其邊緣修圓。此類寶石可經裁切（成鑽石形、玫瑰形等）或經雕刻（浮雕及凹刻），亦可直接經模造而
成（例如形狀固定之小飾物的寶石）。仿寶石之內底常塗有反光金屬漆（似飾有寶石者）。
（D）其他玻璃小製品，諸如：仿製珊瑚。
（E）由上述單獨物品組合而成之各種玻璃製品（仿首飾除外），諸如：花環用之花、葉及珍珠飾物；圓玻璃珠
穗纓或喇叭形玻璃珠穗纓，供燈罩、架子等用者；圓玻璃珠或喇叭形玻璃珠製之百葉窗及窗帘，及以類似
方法製成之桌墊；玻璃珠或仿寶石或半寶石製之念珠。
（F）玻璃眼（人類戴用者除外──第 90.21 節），例如供玩偶、機械人、填塞料製之動物用者。但裝於玩偶眼睛
之開合裝置內之人造眼除外（第 95.03 節）。
（G）把糊狀之玻璃用吹管吹製成之小塑像及其他裝飾品（仿首飾除外）。此種物品係放置於櫥架上（動物、植
物、小人像等），一般均用光亮玻璃（鉛水晶、斯特拉斯鉛質玻璃等）或釉彩玻璃製成。
（H）玻璃顆粒，其直徑不超過一毫米者，係用以製造嵌板供道號誌、反光號誌或電影之螢幕用，或用以清潔噴
射飛機之引擎或金屬表面者，為實心斷面之球形。
鑄造或模造玻璃之花、葉及水果供室內裝飾及類似用途者除外（第 70.13 節）。燈製玻璃製之玩賞物品含有
貴金屬、包貴金屬者，而所含者並非僅作點綴性，或已構成如第七十一章所規定之仿珠寶者，應歸入該章。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玻璃粉，經常鍍銀或著色，用以製飾明信片、聖誕樹等者（第 32 .07 節）。
（b）皮或織品製之手提包或類似品以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或半寶石加以裝飾者（第 42.02 節）。
（c）風景明信片、聖誕卡及其類似物，用玻璃裝飾者（第 49.09 節）。
（d）紡織品、用玻璃補花者（第十一類及第 58.10 節）。
（e）織物，表面塗有玻璃小珠，用作電影銀幕等者（第 59.07 節）。
（f）靴鞋、帽類、手杖及傘，以玻璃珠、仿珍珠、仿寶石及半寶石裝飾者（第六十四、六十五及六十六章）。
（g）仿珍珠或仿寶石或半寶石，裝於貴金屬或包貴金屬內者（第 71.1 3 或 71.14 節），或第 71.17 節之仿珠寶者
（見有關註解）。
（h）袖扣（第 71.13 或 71.17 節，視情形而定）。
（ij）玩具、遊戲品、聖誕樹之裝飾（吹製之薄玻璃球在內）（第九十五章）。
（k）鈕扣及飾扣（酌情歸入第 96.06 或第七十一章）。

70.19-玻璃纖維（包括玻璃絨）及其製品（例如：玻璃紗、纖維織物）（＋）。
-纖維束，紗束，紗及切股：
7019.11--切股，其長度不超過 50 公厘者
7019.12--紗束
7019.19--其他
-薄片、網狀、蓆狀、褥狀、板狀及類似非織物產品：
─ 982 ─

Ch.70
7019.31--蓆
7019.32--薄片
7019.39--其他
7019.40-紗束紡織物
-其他紡織物：
7019.51--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者
7019.52--每單股紗支數不超過 136 德士之平紋織物，其寬度超過 30 公分，每平方公尺重
量低於 250 公克者
7019.59--其他
7019.90-其他
本節包括玻璃纖維本身及製成各種形狀之玻璃纖維（含本章註４所定義之玻璃絨），並包括那些因性質關係
不歸入其他節別之玻璃纖維製品。
玻璃纖維具有下列特性：可撓性較植物或動物纖維為差（玻璃紗不易打結）：不能延伸；強韌（較第十一類
之任何紡織纖維強）；不燃燒；不腐蝕及具抗水性及大部分之酸性；不良導電體，有時亦為不良傳熱或傳音體；
無吸濕性。
玻璃纖維可用各種方法製成，除小部分例外外，大致可分成三大類：
(Ⅰ)機械抽拉法
本法係將玻璃置於爐內熔化，使其流進該爐床，而該爐床底部則設有由貴金屬（通常用銠或白金製成）
合金製成之抽拉板以承受高溫。該抽拉板係穿有無數小孔，俾使該熔化玻璃呈絲狀流出。再經塗以潤滑劑
處理（例如用矽樹脂）後，此類玻璃絲即被置於一高速軸上，抽拉成非常細之平行單纖維。如此即製成與
人造細紗相似之整股玻璃纖維。
較厚之纖維可以略同之方法製成；可繞成網狀並以原狀直接使用（隔熱或隔音板）。
(Ⅱ)離心抽拉法
在本系統中，玻璃在鍋內熔化後傾入於耐熱黏土之盤上，以極高之速度旋轉，盤之四周裝有為數極多
之齒。玻璃則附著於盤上，由爐火加熱，同時藉離心力拉成絲狀，細絲吹至固定之檯上，並繞在冷卻用之
圓筒上。
以本法製成者為短纖維，亦稱為玻璃絨。即以散裝者使用而不經紡織。
(Ⅲ)流體抽拉法
本法係以噴射作用完成抽拉工作。熔化之玻璃經抽拉板自熔爐流出成絲後，以高壓蒸汽或壓縮空氣自
任何一面向其噴射。由於噴射作用，整絲 裂成長度較短之絲，並於製造過程中，塗以潤滑劑。
以本法製成之纖維即繞於圓筒上成為網狀，並即以原狀使用（絕緣氈）；或成連線棉條纖維或粗紗纖
維（與廢絲之纖維束或粗紗相似）嗣後可再紡成紗。
*
* *

歸入本節之玻璃纖維及其製品可分為下列各種形式：
（A）散裝玻璃絨。
（B）棉條粗紗，紗及紗股。
（C）薄片、纖維網、蓆、墊、板及類似非織物產品。
（D）紡織物，包括窄幅織物。
本節亦包括窗帘及其他紡織玻璃纖維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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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刺繡」或隱底刺繡，其繡線含有玻璃纖維者列入本節。但第 11 類紡織物之刺繡品，如果是為了某些
效果而使用玻璃纖維繡線，仍不列入本節（第 58.10 節）。
*
* *

玻璃纖維之用途日漸增加，例如：
（1）陳設及室內裝飾之用（例如室內裝飾品、壁掛、舞臺帘幕、蚊帳等）；成織品之狀者，可染色或印花。
（2）隔熱用（例如：屋頂、煙囪、鍋爐、爐、蒸汽導管、渦輪體、管子、冰凍食櫥、隔熱貨車等之隔熱），成
散裝、結節、毛氈、墊子、護罩（導管用）或編帶之形狀者（不論是否以膠、柏油或其他材質浸漬，或用
紙、紡織物或金屬線網支撐者）。
（3）隔音用（例如房屋隔層、辦事室、船艙、戲院等用），成散裝、氈狀、墊狀或硬板者。
（4）電氣絕緣（例如電線、電纜及其他導電設備用者），成纖維、紗、帶、編帶、織品等之形式者（不論是否
以天然或人造樹脂、柏油等浸漬者）。
（5）作為熱可塑性及熱硬性樹脂之增強材料，用於建築工業之圓屋頂及扁平或波浪形板，作為貯存及輸送液體
之貯水槽、大桶及管子、作為工業或農業使用之機器蓋子及其他模造零件，作為汽車之緩衝擋，作為軌道
車、鐵路客車或飛機之設備、船體、滑雪屐、網球拍及其他運動製品等。
（6）製造多種其他產品，諸如；空氣調節器用之過濾材料或用於化學工業者，刷子，打火機燈芯、電影銀幕。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由壓縮玻璃纖維，或浸漬人造樹脂之疊合玻璃纖維製成之半製品及製品，如已具有堅硬之性能，因而失去玻
璃纖維之性質者（第三十九章）。
（b）礦物絨（參閱第七十章章註４）及第 68.06 節所屬之製品。
（c）屋頂板，以玻璃纖維網或織品為底質製成，全部或兩面以一層柏油或類似材料披覆者（第 68.07 節）。
（d）夾有玻璃纖維之複層絕緣玻璃（第 70.08 節）。
（e）第 85.44 節之光學纖維電纜，電絕緣體（第 85.46 節）及絕緣材料之配件（第 85.47 節）。
（f）第 90.01 節之光學纖維束及電纜。
（g）玩偶用之玻璃纖維製假髮（第 95.03 節）及以玻璃纖維經合成樹脂凝聚而成之釣魚竿（第 95.07 節）。
（h）玻璃纖維刷子（第 96.03 節）。
。
。。

目註解：
第 7019.11 目
短切纖維是將許多並列的玻璃纖維長條原絲切短製得。它一般用來起加強作用，例如，用於塑料或灰漿的加
強。

第 7019.12 目
玻璃纖維粗紗由一把或多把鬆散的基本未加撚(撚度每米少於 5 轉)的玻璃纖維長條原絲構成。它通常用於生
產玻璃纖維長絲紗線，也可直接用於紡織某種玻璃纖維織物，例如，玻璃纖維帷幕。

第 7019.19 目
本目包括梳條。梳條由長度通常不足 380 毫米的短纖構成。它們松散平行排列成繩狀，基本未加撚(撚度每米
少於 5 轉)。梳條一般用於生產短纖維線，但也可用於生產繩或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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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的紗線已經加捻，可用長絲或短纖製成。

第 7019.31 目
蓆係為玻璃股之增強產品，而該玻璃股則由數百條隨意分布之平行絲所組成。
此類絲線可以切斷（不連續股之蓆），亦可不切斷（連續絲之蓆）及藉一固定物或針織之方法使其合在一起。
此類產品仍維持平行絲之形狀，該平行絲可以用手從蓆中一一將其分離，而不受毀損。

第 7019.32 目
薄片係由隨意分佈之個別玻璃纖維（絲）所製成之非織物。該纖維係藉固定物或壓製法使其合在一起，不論
是否加有增強絲，其大部分可將該細片拉長。
與玻璃蓆不同者，若不破壞該片則此類產品之個別絲不能用手將其分開。
從薄片之規定厚度不超過５毫米，即可區別其與網、墊及其他絕緣產品之不同。

70.20-其他玻璃製品。
本節包括未列入本章其他各節或不屬於本節其他各章之玻璃製品（包括製品之玻璃零件）。
本節所列製品，即使結合玻璃以外之材料製成，如保留玻璃物品之主要性質者仍包括在內。本節包括下列各
項：
（1）工業用品，諸如皮革上釉用之壺、碗、圓筒或圓盤；安全保護器，及其他儀器；油脂杯；護線板；觀察洞
及計量器；Ｓ形管；旋管；腐蝕性物品用排水溝（通常以熔化矽石或熔化石英製成）、鹽酸用吸收桶及滴
流柱等。
（2）農藝（桶、槽等）及園藝（鐘形玻璃罩等）用具。
（3）供商店招牌及商店櫥窗用之字母、數字、符號、標誌以及類似圖案，不論是否帶有印刷圖畫及文字（但第
70.06，70.09 或 70.14 節，或 94.05 節，有發光設備者除外）。
（4）保溫瓶或其他型式真空保溫器皿用的玻璃膽，但第 96.17 節膽之具有外殼或其他種類之保護殼（全部或部分）
使之成為保溫瓶或其他真空保溫器皿除外。玻璃膽通常用普通玻璃製成，或以低膨脹係數之玻璃製成。一
般都近似圓筒形，且有雙層壁，其內部則塗以銀或金。雙層壁間之空氣經抽成真空後，該雙層壁即予密封。
本節僅包括玻璃膽，它們可以是製成品或半製成品，不論是否帶有塞蓋，也不論塞蓋是否已安裝。
（5）雜項物品（諸如：漁網用浮標、門之圓柄或柄、水槽鏈等；水彩顏料之調色盤；鳥籠之附屬品（飼料及飲
料槽等）；商店用展示瓶；第 70.17 節除外之滴管、酒精燈；鋼琴及家具用腳護套；已製成之玻璃馬賽克磚
鑲板及其他裝飾圖案，不論已裝框與否；救生圈及救生帶。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雨傘及手杖用之玻璃鈕、柄及其類似品（第 66.03 節）。
（b）第 85.46 或 85.47 節之絕緣器及絕緣材料配件。
（c）第九十章之儀器、用具及其他物品。
（d）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玻璃製鐘殼，僅作保護殼用者除外）。
（e）第九十二章之音樂器材與其零件及附件（例如熔化矽石製之音叉）。
（f）玻璃家具，及可識別為家具之零件（第九十四章）。
（g）列於第九十五章之玩具、遊戲品、聖誕樹裝飾品、魚獵用具及其他玻璃製品。
（h）第九十六章之玻璃製品（例如鈕扣、筆桿、鉛筆桿、筆尖、打火機、香水噴霧器、保溫杯及其他保溫器皿
之完成品）。
（ij）超過 100 年之古董（第 97.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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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類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第七十一章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章註：
1.─除依照第六類類註 1（A）項規定及下文另有規定者外，所有製品全部或部分以下列物品製成者，均應歸入本
章：
（a）天然珍珠、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或
（b）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
2.─（A）第 71.13、71.14 及 71.15 節不包括僅含有少量成分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製品。例如小配件或小裝飾品
（例如：字母組合型、套圈、環），且前述章註之（b）段不適用於上類製品。
（B）第 71.16 節不包括含有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製品（含少量成分者除外）。
3.─本章不包括：
（a）貴金屬汞合金或貴金屬之膠體物（第 28.43 節）；
（b）第三十章之已消毒外科縫合材料、鑲牙材料及其他貨品；
（c）第三十二章之貨品（例如光澤劑）；
（d）載體上之觸媒（第 38.15 節）；
（e）第四十二章註 3（b）所指第 42.02 或 42.03 節之物品；
（f）第 43.03 或 43.04 節之物品；
（g）第十一類之貨品（織物原料及紡織製品）；
（h）第六十四章或六十五章之鞋靴、帽類及其他物品；
（ij）第六十六章之傘、手杖及其他物品；
（k）第 68.04 或 68.05 節或第八十二章所列含有寶石或次寶石（天然或合成）粉屑之研磨貨品；第八十二章附
有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運作部分之物品；第十六類之機器、機械器具、電器及其零件，
但全部以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製成之物品或其零件仍歸本章（第 85.22 節唱針用未鑲嵌
但已加工之藍寶石及鑽石除外）；
（l）第九十、九十一或九十二章之物品（科學儀器、鐘、錶及樂器）；
（m）武器或其零件（第九十三章）；
（n）第九十五章章註 2 所列之物品：
（o）第九十六章章註 4 規定應歸入該章之物品；
（p）雕刻品或雕像原跡（第 97.03 節）、珍藏品（第 97.05 節）或年代超過一百年之古董（第 97.06 節），但
天然珍珠或養珠及寶石或次寶石除外。
4.─（A）所稱「貴金屬」係指銀、金及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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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稱「鉑」包括鉑、銥、鋨、鈀、銠、及釕。
（C）所稱「寶石或次寶石」不包括第九十六章章註 2（b）所列舉之物質。
5.─本章所稱含貴金屬之合金（包括燒結混合物及金屬互化物）如所含任何一種貴金屬之重量達 2％即為該貴金屬
之合金，貴金屬合金之分類依據下列規定：
（a）合金中含鉑之重量達 2％及以上者，視為鉑合金；
（b）合金中含金重量達 2％及以上，但不含鉑或含鉑重量未達 2％者，視為金合金；
（c）其他合金中含銀重量達 2％及以上者，視為銀合金。
6.─除另有規定者外，本分類所稱貴金屬或某一貴金屬，應按照上述章註 5 解釋之合金定義，包括該貴金屬或其
一貴金屬之合金在內，但不包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或表面鍍以貴金屬之卑金屬或非金屬物品。
7.─本分類所稱「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係指以金屬為底料，一面或多面經軟焊、硬焊、熔接、熱軋或以類似機械
方法加上一層貴金屬外層者，除另有規定者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亦包括卑金屬鑲以貴金屬者在內。
8.─除須符合第六類類註 1（A）規定外，凡與第 71.12 節規格相符之物品，概應歸入第 71.12 節，而不歸入本分類
其他節。
9.─第 71.13 節所稱之「首飾製品」係指下列二項：
（a）個人用小裝飾品（例如：戒指、手鐲、項鍊、胸針、耳環、錶鍊、錶鍊外端之飾物、耳墜子、領帶別針、
袖釦、衣扣、宗教或其他用勳章及徽章）；及
（b）攜帶於口袋或手提包內或帶在身上之個人用品（例如：雪茄或香煙盒、鼻菸盒、喉嚨片丸盒、粉盒、鏈
袋或念珠）。
這些製品可能结合或鑲嵌有，例如：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合成或再製寶石或次寶石、龜殼、
珠母貝、象牙、天然或再製之琥珀、黑玉或珊瑚。
10.─第 71.14 節所稱之「金器」或「銀器」包括裝飾品、餐具、盥洗用品、菸具及其他家庭、辦公室或宗教用之
物品。
11.─第 71.17 節所稱「仿首飾」，係指合於上列章註 9（a）項規定之首飾品（不包括鈕扣或其他屬於第 96.06 節
之物品或髮梳、髮夾、或屬於第 96.15 節之類似品），但不含有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
成或再造），亦不含有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者（用為鍍製或少量成分者除外）。

目註：
1.─第 7106.10、7108.11、7110.11、7110.21、7110.31、7110.41 目所稱之「粉」或「粉狀物」係指該製品能通過 0.5
公厘之篩目達全重之 90％及以上者。
2.─儘管本章章註 4（B）曾規定鉑金屬之範圍，第 7110.11 及 7110.19 目所稱之鉑金屬，不包括銥、鋨、鈀、銠或
釕。
3.─第 71.10 節各目合金之分類，其標準以該合金內之鉑、鈀、銠、銥、鋨或釕，所佔重量最高者為該金屬之合金。

總

則

本章包括：
（1）第 71.01 至 71.04 節，天然珍珠或養珠，鑽石，其它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未加工或已加工，
但未鑲嵌或成串；同樣地，第 71.05 節寶石因加工而產生之某種廢品。
（2）第 71.06 至 71.11 節之貴金屬及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但尚未達到第三分章所分類
之物品階段，及第 71.12 節之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廢料及碎屑，及含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之廢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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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其主要用途為貴金屬之回收者。
在本章章註 4 內「貴金屬」即意指銀、金及鉑，同時必須註明「鉑」亦包括銥、鋨、鈀、銠及釕。
在本章章註 5 內，合金（汞合金外，第 28.43 節）包含貴金屬者分類如下：
（A）如鉑─含鉑之重量達 2％以上者。
（B）如金─含金之重量達 2％以上者，但不含鉑或鉑含量少於 2％者。
（C）如銀─其它合金含銀之重量達 2％及以上者。
（D）如卑金屬（第十五類）─鉑含量少於 2％及金少於 2％及銀少於 2％之合金。
本章章註六內，除非另有規定外，任何有關貴金屬同樣地包括貴金屬之合金如上（A）、（B）及（C）
所描述，但不包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亦不包括卑金屬或非金屬鍍銀、金或鉑。
本章章註 7「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係指以卑金屬為底料，一面或多面經軟焊、硬焊、熔接、熱軋或以類
似機械方法加上貴金屬外層者。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板及片、棒大部分將卑金屬被覆一面或雙面之貴金屬，熔接此二種金屬再壓延而成。
線材被覆貴金屬是將卑金屬線插入貴金屬管中，熔接此二金屬然後再通過鑄模拉長。
除本章所述外，卑金屬鑲嵌貴金屬亦分類於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即：銅片鑲嵌銀條而用於電子工業，
及被稱為大馬士革鋼製品，即鋼鐵鑲嵌用槌打出的金條或金絲。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於本章所定義者，不可與經電鍍、蒸著、噴灑或浸鍍於貴金屬之鹽類溶液之卑金
屬混淆等。此類經鍍面之卑金屬依然歸屬於各個基底金屬之章，而不考慮鍍層之厚度。
本章亦不包括：
（a）貴金屬之膠體物及貴金屬汞合金（第 28.43 節）。
（b）放射性同位素（即銥 192）包含貴金屬於針狀、絲狀或片狀之放射性同位素（第 28.44 節）。
（c）牙科充填材料所用之合金（第 30.06 節）。
（3）一般物品全部或部分用天然珍珠或養珠，鑽石或其它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及貴金屬或被
覆貴金屬之金屬（第 71.13 至 71.16 節）所做成。特別包括珠寶及金或銀製品（第 71.13 及 71.14 節註解），
但不包括：
（a）本章章註 3 所指明之物品。
（b）其所含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部分僅作為小配件（例如，字母組合圖形、金屬環、邊飾）之物品，但此
些物品不得含有天然珍珠或養珠、鑽石或其他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
刀、小刀、雕刻刀具、剃刀和其他刀匠之物品使用卑金屬或非金屬刀柄仍分類於第八十二章，即
使帶有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之字母、字形、金屬環等。（類似之刀匠物品具有貴金屬及被覆
貴金屬之金屬刀柄則分類於本章內）。
同樣地，碗、瓶及其它瓷器，陶瓷或玻璃餐具均分類在第六十九章或七十章，即使含有少部分貴
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小配件、裝飾物（即金屬環）亦包括在內。
此等物品不包括卑金屬或非金屬鍍貴金屬（與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不同）所製物品。
（4）仿首飾（第 71.17 節）即如本章章註 11 之定義（見相關的註解），本章章註 3 所指明之物品除外。
（5）鑄幣（第 71.18 節）與珍藏品之錢幣不同（第 97.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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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天然珍珠或養珠及寶石或次寶石

71.01-天然珍珠或養珠，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未成串或鑲嵌者；天然珍珠或養珠暫穿成
串以利攜帶者。
7101.10-天然珍珠
-養珠：
7101.21--未加工者
7101.22--已加工者
分類於本節之珍珠與珍珠母一樣，是由各種不同海水或淡水中之軟體動物（特別是珍珠牡蠣及珍珠蚌類）之
天然分泌物所形成。
珍珠有發亮的表面及包含有角質物質（貝殼狀的）的多層碳酸鈣被覆物。由於此等碳酸鹽層產生光線干涉及
繞射而呈現珍珠般的光澤（「珠光」），貝殼狀物使珍珠呈半透明性或「光亮度」。
珍珠通常均為白色但亦可以著色（例如：灰色、黑色、紫色、紅色、黃色、綠色或藍色）。
通常均為圓形，有時呈半圓形（鈕扣珍珠）或不規則狀（異形珍珠或半面珍珠），且有各種不同尺寸。珠母
貝（第 05.08 及 96.01 節）均有同樣的成分，但通常均採用薄片型者。
本節同樣包括養珠（即由人插入成長而成）。這是將一顆牡蠣外殼切成小塊，此小塊之珠母胚殖入另一顆健
康之牡蠣組織內。幾年後此胚即慢慢地被覆珍珠層。養珠在外觀上非常像真的珍珠但卻可用特殊儀器（內視鏡）
或Ｘ光檢驗出區別來。
本節包括未加工之天然珍珠或養珠，即剛採集到，僅洗乾淨（例如，用鹽水或淡水），或經過加工，即除去
缺陷部分而磨過、穿洞或鋸開（半面珠或四分之三面珠）。本節之珍珠得暫穿成串以利攜帶。已鑲嵌或分級後暫
穿成串之珍珠不包括在內（例如第 71.13、71.14 或 71.16 節所述者）。
必須注意天然珍珠或養珠不包括在第九十七章（收藏家所收集者、古董等），所以被保留於本章。
本節不包括：
（a）仿珍珠（塑膠製，第 39.26 節；玻璃製，第 70.18 節；蠟製，第 96.02 節）。
（b）珠母貝，未加工者或經簡單處理者（第 05.08 節）或已加工者（第 96.01 節）。

71.02-鑽石，不論已否加工，但尚未鑲嵌者（＋）。
7102.10-未分選者
-工業用：
7102.21--未加工或僅經鋸切、劈或磨過者
7102.29--其他
-非工業用：
7102.31--未加工或僅經鋸切、劈或磨過者
7102.39--其他
鑽石是碳的結晶同素異形體，在很純的狀態下，具有很高的折射率和色散率，是迄今所知礦物質中最硬的一
種。由於具有這些特性，鑽石多用來製作裝飾品，也應用於工業上（特別用於拉絲）。
本節包括未加工鑽石和已加工鑽石，例如，劈解，鋸切，粗磨，翻滾打光，刻面，打磨，拋光，鑽孔，雕刻
（包括浮雕和凹雕），製成一對，但未鑲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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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鑽石粉末（第 71.05 節）。
（b）已加工但未裝配的鑽石唱針（第 85.22 節）。
（c）經加工後明顯可辨識作為儀錶、測量儀器或第九十章所列其他物品零件的鑽石（第九十章）。
。
。。

目註解：
第 7102.10 目
未加工或粗糙的鑽石在分為「工業用」或「非工業用」前，先由鑽石專家根據技術標準將其分級或挑選。這
項技術標準包括鑽石的重量（質量）和晶體切割的適應性，同時考慮其形狀，透明度，顏色和晶體的清澈或品質。
本目包括未經專家檢驗鑑別之整堆（即整包）的鑽石或單顆的鑽石。
本目亦包括未經專家檢驗鑑別，僅經篩選後根據其尺寸大小而包裝之粗糙鑽石分包。

第 7102.21 及 7102.29 目
本目包括以下所列之天然鑽石：
（1）由於其本身的特性，一般不能用於製作珠寶首飾或金器、銀器的透明或半透明鑽石。
（2）比透明鑽石更硬的黑鑽石和其他多晶的鑽石聚合體，包括碳金剛石。
（3）通常不適於切割的不透明鑽石或其他鑽石（包括鑽石加工時產生的廢料）。
（4）若干鑽石由於他們的典型特徵（顏色、清澈或品質、透明度等）注定是適合於明確而特定的工業用途（諸
如：鉗工、拉絲模、鑽石鐵鉆），亦可適合應用於珠寶首飾上。
這些鑽石一般適用於製作工具（鑽石切割工具，鑽孔工具等），或裝在機器附件或機械上。

第 7102.21 目包括：
（1）天然鑽石，即從母岩中通過沉積或提取獲得，並經過分揀成堆或分包之鑽石。
（2）鑽石僅經簡單鋸開（例如，鋸成細條狀），劈開（沿鑽石層的天然晶面將其劈開）或粗製，翻滾打光者或
僅有一小數量被磨光的琢面（例如，所謂的窗口，主要允許專家檢驗鑑別粗造的鑽石之內部特徵），即僅
製成明顯需要進一步加工的暫時狀態。也可將條狀鑽石切成圓盤形、長方形、六角形或八角形，只要其所
有表面及脊角均係粗造，無光澤及未磨光。
（3）翻滾打光鑽石，係指鑽石表面經過化學處理達到有光澤和發光者，亦稱化學磨光。所稱化學磨光與傳統研
磨磨光的不同，在於並非將鑽石個別鑲嵌在一磨光輪上予以磨光，而係將大量的鑽石裝入一化學反應器磨
光。
（4）破碎或壓碎的鑽石。
第 7102.29 目包含已磨光或已鑽孔的鑽石，及已雕刻的鑽石（鑽石雕刻僅作為鑑定目的者除外）。

第 7102.31 及 7102.39 目
本目包括天然鑽石，因其特徵（顏色、清澈或純度、透明度等），適用於製作珠寶首飾及金器或銀器。
第 7102.31 目包括：
（1）天然鑽石，即從母岩中通過沉積或提取獲得，並經過分揀成堆或分包之鑽石。
（2）鑽石僅經簡單鋸開，劈開（沿鑽石層的天然晶面將其劈開）或粗製者，或僅有一小數量被磨光的琢面（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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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謂的窗口，主要允許專家檢驗鑑別粗造的鑽石之內部特徵），即僅製成明顯需要進一步加工的暫時
狀態。
（3）翻滾打光鑽石，係指鑽石表面經過化學處理達到有光澤和發光者，亦稱化學磨光。所稱化學磨光與傳統研
磨磨光的不同，在於並非將鑽石個別鑲嵌在一磨光輪上予以磨光，而係將大量的鑽石裝入一化學反應器磨
光。
第 7102.39 目包括：
（1）已磨光之鑽石其具有多個平面磨光的表面或琢面，在使用於珠寶首飾之前，無須進一步加工者。
（2）已鑽孔的鑽石，已雕刻的鑽石（包括浮雕及凹雕）和成對的或三件一套的已加工鑽石。
（3）供作為磨光、鑽孔或雕刻用之鑽石在其操作期間破損者，亦包括已磨光之鑽石在運輸或貯存期間破損者。
第 7102.39 目不包括：
（a）鑽石僅有一小數量已磨光的琢面（例如，允許專家檢驗鑑別粗造的鑽石之內部特徵之窗口），其明顯必須進
一步加工者。
（b）已雕刻的鑽石僅作為鑑定目的者。

71.03-寶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不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未成串或鑲嵌者，未分級之寶
石（不包括鑽石）及次寶石暫穿成串以利攜帶者（＋）。
7103.10-未加工或僅經鋸開或略經整形者
-其他方面已加工者：
7103.91--紅寶石、藍寶石及祖母綠
7103.99--其他
因為它們的顏色、亮度、不易耗損，並且因為它們的稀少性，此等寶石通常為結晶體，為珠寶業、金匠及銀
匠用於做裝飾品或首飾品。某些寶石則由於它的硬度或其它特殊性質而使用於鐘及錶或工具上或作其它工業上的
用途（例如：紅寶石、藍寶石、瑪瑙、壓電水晶）。
第 71.02 註解所引用之第二段，已經考慮到不同之點，適用於本節。
但本節不包括以下所列之各種寶石，甚至於未鑲嵌者：
（a）已加工成型之藍寶石，供唱針用，但未鑲嵌者（第 85.22 節）。
（b）已加工寶石其為可辨識零件者，用於儀表、測試儀器、鐘、錶或第九十章或第九十一章其它物品；光學元
件之水晶（第 90.01 或 90.02 節）。
本節所述之寶石，主要是可鑲嵌在珠寶業者、金匠或銀匠之產品；但所提供均為未鑲嵌寶石，本節亦包括鑲
嵌在第十六類中之第 82.01 至 82.06 節中所述之工具或機器內。（例如：壓電水晶做為高頻率儀器等）。
本節不包括寶石所做成的器物，例如：瑪瑙研缽及杵，瑪瑙十字架及鐘、石榴石高腳杯及杯，硬玉雕像及裝
飾品，瑪瑙或縞瑪瑙之煙灰缸、書鎮及釣竿環；此些物品一般均歸類於第 71.16 節。
本節所述之寶石可能暫穿成串以利攜帶者，此方法是暫時性的，同時此等寶石尚未分級而不適於直接用於珠
寶上。寶石或次寶石已經被鑲嵌後，即為第 71.13、71.14 或 71.16 節所述（見相關之註解），除非它們包括在本章
章註１。
本節包括列於本章附表之寶石及次寶石，在礦物學上之名稱及商業名稱均列出；本節當然亦侷限於該礦石其
品質與種類適於供珠寶等之用。
本節亦不包括：
（a）某些礦石雖屬於上述附表之礦物，但並非寶石類，或是在品質上不適合用於珠寶業、金匠或銀匠之飾物，此
等礦石列在第廿五章、廿六章或六十八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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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滑石（未加工者在第 25.26 節；已加工者在第 96.02 節）。
（c）黑玉石（未加工者在第 25.30 節；已加工者在第 96.02 節）。
（d）玻璃所製仿寶石或仿半寶石（第 70.18 節）。
。
。。

目註解：
第 7103.10 目
本目包括經鋸（例如，成薄片狀）、劈（沿天然層面劈裂）或磨邊等粗略加工之寶石，
即寶石其僅具一種暫時的形狀且明顯地須再行加工者。片狀寶石亦可能被切成圓盤形、長方形、六角形或八
角形，但以其全部的面及邊為粗糙、模糊且未拋光者為限。

第 7103.91 和 7103.99 目
第 7103.91 及 7103.99 目包含已磨光或已鑽孔的寶石，已雕刻的寶石（包括浮雕及凹雕）和成對的或三件一套
的已加工寶石。

71.04-合成或再製之寶石或次寶石，無論已否加工或分級，但尚未成串或鑲嵌者；尚未分級及
人造或再製寶石或次寶石，暫穿成串以利攜帶（＋）。
7104.10-壓電水晶
7104.20-其他，未加工或僅經鋸開或略經整形者
7104.90-其他
此類寶石與前節之天然寶石或次寶石具相同之使用目的。
（A）合成寶石與次寶石。此範圍亦涵蓋化學產製之寶石：
─其基本上須具有與特殊天然寶石（例如，紅寶石、藍寶石、工業用鑽石、電壓水晶）相同的化學組成和
晶體結構；或
─即使其未具有寶石相同的化學組成或晶體結構，惟因其具有可為寶石商、金匠、銀匠用來取代天然寶石、
半寶石之顏色、光澤、抗敗壞和硬度，例如，釔鋁石榴石及合成的立方體氧化鋯等皆可用為仿寶石。
未經加工製作前，其外狀均呈小圓柱體形或梨形滴物狀，而這些即所稱之「倒梨形體礦球」，通常沿
其長邊加以劈裂或鋸成圓盤狀。
（B）再製寶石和次寶石，由各種人工方式製取，例如：將天然寶石或次寶石碎片變成粉末再經由膠合，壓擠或
熔融（藉吹管之助）而得。
合成及再製寶石與天然寶石之區別可利用顯微鏡的觀察（最好在空氣以外之媒介體內），前者在顯微
鏡中可發現小氣泡及條汶。
稅則第 71.02 及 71.03 節註解之規定，尤其關於寶石所適用之加工規定，亦同樣適用於本稅則號列。
合成和再製寶石不能和第 70.18 節玻璃製仿寶石和次寶石混淆（參考相關註解）。
。
。。

目註解：

─ 994 ─

Ch.71
第 7104.10 目
壓電晶體具有承受機械壓力產生電荷之特性且其電荷強度隨壓力大小變化，反之不同的電位能亦能輕易地轉
變成相對之機械壓力。
依據此項特性，各電子工業，可各依不同需求將壓電石英作多種用途。如製造麥克風，低音喇叭，電子傳送
器或超音波接受器，定頻振盪器等。
本節之壓電石英體，通常以寶石切割刀沿電軸線將合成石英切割成片、板、桿等形狀。

第 7104.20 目
本目註解已涵蓋於第 7103.10 目內。

第 7104.90 目
第 7103.91 及 7103.99 目註解準用於本目。

71.05-天然或合成寶石或次寶石之粉末。
7105.10-鑽石製
7105.90-其他
本節包括前述三節所述寶石之拋光與研磨所得之粉末，此項粉末最主要是來自鑽石與石榴石。
天然鑽石粉末主要由粗粒（工業級鑽石顆粒）經粉碎而得，合成鑽石粉末通常由石墨在高溫高壓下直接轉換
生成。
這些粉末與 71.02 及 71.04 節所述鑽石不同，在實際用途上，因其顆粒太小無法各別鑲嵌在其他物品上，通常
係作研磨之用。其顆粒大小通常不超過 1000 微米（microns），但大小的測量則以篩選的方式較以個別計量的方法
為佳。而粉末粒及小石粒間之大小，可有相當程度的重疊，且小石粒係以個別計數來定其量，粉末則以重量計之。
鑽石粉末多用於製造研磨、拋光或結磨用之砂輪，切割器與拋光膏等。
石榴石粉末多用於光學鏡片之研磨，或以紙或其他材料為底之研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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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貴金屬及被覆貴金屬之金屬

71.06-銀（包括鍍金或鍍鉑之銀），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7106.10-粉狀
-其他：
7106.91--未鍛造者
7106.92--半製品
本節包括各種不同之未鍛造，半製造或粉狀之銀及銀合金（如註解總則之定義），鍍金之銀（銀箔）或鍍鉑
之銀，但不包括被覆銀之貴金屬。
*
* *

銀是一種白色的金屬，置於空氣中不會被腐蝕，但會失去光澤變色，銀亦為熱與電的良導體，且可鍛性及延
展性僅次於金。純銀非常軟，且常與其他金屬形成合金。未形成合金之銀廣泛的應用於電子產品（接點、保險絲
等）特殊器皿用於化學工業、食品工業、外科手術及金屬電鍍。
本章章註 5 中，銀合金包括有（見註解總則）：
（1）銅銀合金：其最重要的為製造錢幣及金、銀器具，部分亦用以製造電子接點。
（2）鎘銅銀、鈦銅銀及銦銀合金：用於製造金、銀器具。
（3）鋅銅銀合金：有時包括有鎘、鋅或磷，用於製成焊接劑。
（4）鉛錫銻銀、鉛銅銀、鎘銀及鉈銀減少磨擦用合金。
（5）燒結之銀鎢、銀鉬、鎳銀及鐵銀合金，用於製成電子接點。
上述之銀及其合金具有下列之形態：
（Ⅰ）粉狀：經由機械或化學過程而製造成細粒之粉末。用於冶金、製造金屬調配劑、電子零件及傳導接合劑。
本節不包括供製顏料、油漆或類似品（如其他顏料之添加物或做成液狀、膏狀而加於黏結劑或溶劑用）之粉末；
此歸列於第 32.06、32.07（液體光澤劑及陶瓷或玻璃工業之類似化合物）、32.08 至 32.10 、 32.12 或 32.13
節。
（Ⅱ）未鍛造之銀塊銀粒、銀錠、銀鑄棒、及銀丸等：由脈石分選出之銀塊自然銀、結晶銀等。
（Ⅲ）銀棒（銀桿）、銀條、銀線、銀板（銀片）及銀狹長條；它們常被軋延或拉成狹長條及餅狀，亦可能切成
銀片。本節包括應用於紡織工業之銀線，但必須未經紡織或未與紡紗結合者（第十一類），外科手術所使
用細且經消毒之銀線則列入第 30.06 節中。
本節亦包括金屬石墨之塊、板、棒、桿等其基材為「碳」，含有銀（參見第 38.01 節之註解）。
（Ⅳ）銀管（包括成綑管）：製成特殊可檢定之商品（例如，化學儀器之零件）。
（Ⅴ）銀箔通常是經由錘擊或敲打銀片而得，此薄膜一般包裝成小冊狀固定於紙張或塑膠之襯裏上。
本節不包括壓印箔（例如，所知之燙銀箔），其為由銀粉及凝膠所組成，黏膠或其它黏結劑，或銀附
著於紙上，塑膠或其他支持物（第 32.12 節）。
（Ⅵ）銀繡邊、銀片與銀碎片：銀繡邊系由銀線扭曲而製成，做為鑲邊或裝飾用。銀片與銀碎片，用途相同，常
被切成幾何形狀（圓形、星形等）且中間常穿孔。
本節不包括鑄造、燒結、鍛造型、壓型等，毛胚型態之首飾品等，歸入第三分章（例如：鑲台、空戒台、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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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花及雕刻品）。

71.07-被覆銀之卑金屬，且僅屬半製品者。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包括鑲有貴金屬之卑金屬）其定義見本章章註 7 及本章註解總則。
錫、鎳、鋅等合金，尤其是銅合金有時會以銀包覆。非合金銅及鋼也會以此法被覆。此類金屬多用於銀器具
（餐具、內裝用品等），以及使用在配管、及化學或食品工業之管材、容器及裝置。
本章所述被覆銀之卑金屬多為已軋延之銀棒（銀桿），銀線，銀板，銀片，長片條、及銀管之型式。
一般說來，第 71.06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被覆銀之卑金屬。

71.08-黃金（包括鍍鉑者），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非貨幣：
7108.11--粉狀
7108.12--其他未鍛造形狀
7108.13--其他半製品形狀
7108.20-貨幣
本節包括各種未鍛造、半製造或粉狀黃金或黃金合金（如總註解之定義）或鍍鉑之黃金，本章不包括被覆其
他貴金屬之黃金。
*
* *

黃金為黃色，高溫時亦不氧化，對大部分之化學藥品包括酸（王水例外）皆有顯著之化學抵抗性。具有比銀
銅更佳之導熱性與導電性，為所有金屬中最具可鍛性及延展性者，但因其質軟，除用於電鍍或做為電沈積外，一
般甚少以非合金使用。
根據本章章註 5（見註解總則）本節所包括之黃金合金如下：
（1）金─銀合金，其顏色依據成份比變化，由黃經綠至白色。多使用於珠寶、電子材料之接點，與特殊高熔點
之焊料。
（2）金─銅合金，用於錢幣、珠寶、金匠製品、或電子接點。
（3）金─銀─銅合金，多用於珠寶、金匠製品、牙醫用合金或焊料。此類合金可含鋅與鎘，因此可做為焊料。
當含有以重量計 2％以上之金，並以銀與銅為主成份之合金而俗稱"Dore"或"Bullion dore"時亦屬於本節。
其主要來源為含銅之黃鐵礦所提煉或由泡銅處理後之殘留物再精煉分離而來。
（4）金─銅─鎳合金珠寶常另外加添鋅、鎂，形成某一組成範圍之合金（常稱之為「白」金，或「灰色」金），
多用於鉑之替代品，包含 2％以上鈀之「白色」金不列入本項中。（第 71.10 節）。
（5）金─鎳合金，使用於電子接點之製造。
本節包括如同描述銀一樣形狀之黃金及黃金合金。因此第 71.06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得適用之。
。
。。

目註解：
第 7108.20 目
本目包括國內或國際間金融上之官方銀行之黃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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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9-被覆金之卑金屬或銀，且僅屬半製品者。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包括鑲有貴金屬之卑金屬）其定義見本章章註 7 及本章註解總則。卑金屬或銀之被覆金
製品通常與所描述卑金屬被覆銀製品形狀相類似（見第 71.07 節註解）。
卑金屬（例如，銅及其合金）或銀經被覆金後供製造珠寶（例如，手鐲、錶鍊、耳環等）、鐘錶盒、雪茄或
煙支桿、打火機、金飾品、金屬商品、電接觸品、化學裝置等。

71.10-鉑族金屬，未鍛造者，半製品或粉狀。
-鉑：
7110.11--未鍛造者或粉狀
7110.19--其他
-鈀：
7110.21--未鍛造者或粉狀
7110.29--其他
-銠：
7110.31--未鍛造或粉狀
7110.39--其他
-銥、鋨及釕：
7110.41--未鍛造或粉狀
7110.49--其他
就像第 71.06 節之銀及 71.08 節之黃金，本節包括鉑及其合金如註解總則所定義者。
「鉑」一詞包括（參見第七十一章註 4（B））：
（A）鉑
鉑是一種灰白色，質軟而富延展性之金屬，於室溫內不會失去金屬光澤，除了王水以外不溶於其他酸
溶液。經由鍛打、輾軋、拉伸等方式，能夠將其製成棒狀、片狀、條狀、管狀、絲狀及其他半成型產品。
基於鉑的特佳抗蝕性、高熔點及高催化能力，鉑及其合金在工業應用上所扮演的重要性，遠勝於其在
珠寶業及牙醫業上的應用。例如，於電子工業，用來製造熱電偶和熱阻計，並用以製造應用廣泛之電接點
和電極；於紡織工業，用於人造纖維的噴絲頭；於玻璃製造業上，用於玻璃熔融設備，如生產玻璃纖維絲
的襯套、坩鍋及攪拌器等；於石化工業上，作為催化劑（例如，製硝酸的過程或作為平臺觸媒劑）；於化
學儀器上，（例如，坩堝）；於航空工業上，用來製造火星塞的電極，內燃航空引擎的火花點火器和燃氣
輪機航空引擎的點火裝置。
除了上述各種應用外，鉑及其合金更被應用於外科手術設備（注射針頭）、瓦斯點火器和光學測定儀
器線絲（十字絲）等。
（B）鈀
鈀是一種銀白色金屬。質軟、延展性佳、抗失去光澤及腐蝕能力強，溶於王水和硝酸，與熱硫酸起反
應。經由鍛打，輾軋、拉伸等方式，鈀可製成棒狀、片狀、條狀、管狀、絲狀或其他半成型產品。
鈀主要應用於電接點青銅合金，氫純化之催化劑，寶石業，和用來作塑膠製品鍍貴金屬的中間層。
（C）銠
銠可經由鍛打、輾軋、拉伸等方式製成棒狀、片狀、條狀、絲狀，和其他半成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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銠是一種銀白色、質軟、具延展性的金屬，以其高反射率著稱，其導電度和熱傳導能力居所有族金屬
之冠，能抵抗水溶液之腐蝕，包括高溫礦質酸液。
銠主要的用途是加入鉑中形成合金，在電子工業和玻璃製造業上有多種用途，它的低電阻及強抗失光
澤性適於電鍍、電子接點及重要的耐磨損性之接觸表面（例如，滑動環）。亦用作催化劑及於鍍銀或鍍銀
餐具及中空製品時提供抗失光澤性之表面。
（D）銥
銥是一種灰白色，質硬的金屬，於常溫或高溫下，抗酸性反應亦不溶於王水。經由輾軋或拉伸手續可
成細條狀或絲狀。
銥是若干合金中的重要成份，這些合金主要用來製造熱電偶，坩堝或航空引擎點火裝置之電極。
（E）鋨
鋨是本章所述各金屬元素中最難溶（處理）的一種元素，當鋨為緻密狀態時，色呈鋅白，並能耐酸，
研細後呈無晶狀黑色粉末，能溶於硝酸和王水並於大氣中逐漸氧化。
鋨主要應用於多種質堅，能抵抗腐蝕的合金中，如筆尖、樞軸，亦可作為催化劑。
（F）釕
釕是一種質堅、脆、灰色的金屬、抗蝕性強。不溶於王水，但能漸溶於次氯酸鈉溶液，其亦可做成小
尺寸的片狀、細條狀及絲狀。
釕為合金添加劑，添加於鉑、鈀、鉬、鎢等（例如，製造筆尖及圓規軸），亦可做為催化劑及電沈澱
物，可用於製作電子接點及耐磨的接點表面。
依本章章註 5 之條件（參見註解總則），鉑與其他金屬之合金（金、銀或卑金屬），可能歸入本節者，包括：
（1）銠鉑合金─熱電偶絲；爐之線圈、玻璃工業之附件、催化網、噴絲頭。
（2）銥鉑合金─電子接點、首飾、注射針。
（3）釕鉑合金─電子接點。
（4）銅鉑合金─（最高 5％銅），首飾。
（5）鎢鉑合金─閥電極絲、火花點火絲。
（6）鈷鉑合金─永久磁鐵。
（7）釕鈀合金─首飾。
（8）銀鈀合金─釬焊合金、氫之擴散薄膜、電子接點。
（9）銅鈀合金─電子接點、釬焊。
（10）鋁鈀合金─保險絲。
（11）銥銠合金─熱電偶。
（12）鋨銥合金─筆尖。
（13）鎢銥合金─高溫彈簧。
（14）鉑金合金─噴絲頭。
（15）銅鈀銀金合金─首飾、電子彈簧接點。
（16）鈀銅銀合金─釬焊合金。
（17）鋨合金（銥合金）─天然合金包含鋨、銥、銠及鉑；為鋨之主要來源。

71.11-被覆鉑之卑金屬，銀或金，且僅屬半製品者。
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包括卑金屬鑲以貴金屬者）其定義見本章章註 7 及本章註解總則。其所呈外形與第 71.07
節註解對銀所描述者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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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覆鉑之卑金屬（例如，銅、鎢）、銀或金主要用於珠寶及電氣器具。

71.12-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廢料及碎屑；含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之其他廢料及碎屑，
其主要用途為貴金屬之回收者。
7112.30-灰末，含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
-其他
7112.91--屬金者，包括被覆金之金屬，但不包括含其他貴金屬之掃集物
7112.92--屬鉑族金屬者，包括被覆鉑之金屬，但不包括含其他貴金屬之掃集物
7112.99--其他
本節亦包括僅做回收貴金屬用，或製造化學藥品之主要成分用之金屬廢料或碎屑。
本節亦包括含有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之任何材料之廢料及碎屑，其主要用途為貴金屬之回收者。
本節特別是指：
（A）灰末，含貴金屬或貴金屬化合物，回收自攝影用軟片、印刷電路板等之灰燼。
（B）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因機械加工所得之廢料及殘餘物，例如，在造幣廠、金匠、銀匠、珠寶加工廠
等因修整、打孔、加工等作業所得之金屬掃集物、粉、銼屑、刮片等。
（C）無法符合原始用途之破損器物（餐具、金器或銀器、織紗式觸媒網等）之碎片。但不包括是否以修補或修
復方式得以為原目的而再使用者，或不需經由貴金屬回收處理手續而能改換為其他用途者。
（D）含金屬態或化合物態貴金屬（例如，鹵化銀）之照相版、軟片、紙、紙板或紡織品之廢料及碎屑。
（E）含貴金屬（例如，金或銀）之電路板及類似載體之廢料及碎屑。
（F）含貴金屬之冶金、電解或化學處理之殘餘物（例如，爐渣，來自電解精煉及電鍍之渣泥，來自照相底片定
影浴之銀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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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章
首飾、金及銀器以及其他器物

71.13-貴金屬製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首飾品及其零件。
-貴金屬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貴金屬：
7113.11--銀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其他貴金屬
7113.19--其他貴金屬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貴金屬
7113.20-被覆貴金屬之卑金屬製
本節亦包括本章章註 9 所定義之首飾品，其全部或部分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即：
（A）個人用小飾物（不論鑲寶石與否）例如，戒指、手鐲、項鍊、胸針、耳環、頸鍊、錶鍊及其他裝飾用鍊；
袋錶鍊及其飾物、墜子、領帶針鋏、袖口鏈扣、飾扣、鈕扣等；宗教或其他用十字形飾物；勳章及徽章；
帽飾（針、帶扣、環等）；手提包飾物；皮帶、鞋等之帶扣及滑扣、髮鋏、髮箍、裝飾髮梳及其他類似髮
飾。
（B）口袋、手提包中個人用品，或隨身之雪茄或紙煙盒、鼻煙盒、眼鏡盒、粉盒、唇膏套筒、梳子、口香錠盒、
鍊式錢袋、念珠串、鑰匙環。
上述首飾品其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包括鑲有貴金屬之卑金屬）之含量需超過極小成分；（因此以卑
金屬製之紙煙盒雖有金或銀釭質字母組合型者仍歸入卑金屬製品）。基於本條件，本貨品也可含珍珠（天然、養
殖或仿製）、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仿寶石、或玳瑁、珠母貝、象牙、琥珀（天然或凝聚）、黑
玉或珊瑚。
本節亦包括未完成或不完整之首飾品及可驗明為首飾配件，只要其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含量超過作為
小配件範圍者，例如與戒指、胸針等相搭配之小塊圖案。
本節不包括：
（a）第四十二章註 3（b）所指第 42.02 或 42.03 節之物品。
（b）第 43.03 或 43.04 節（毛皮或人造毛皮製品）之貨品。
（c）以本章材料為配件之靴鞋、帽類及第六十四章或第六十五章之其他物品。
（d）第 71.17 節之仿首飾。
（e）鑄幣、鑲裝成首飾（第 71.18 節或九十七章）者除外。
（f）第九十章（例如，眼鏡、長柄眼鏡等，以及其框架）之物品。
（g）錶及錶手鐲帶（第九十一章）。
（h）第九十六章之物品（但第 96.01 至 96.06 節或第 96.15 節者除外），例如各式自來水筆、鋼筆桿、鉛筆桿及自
動鉛筆（含其零配件）、打火機、煙斗、雪茄或紙煙嘴以及其組件、盥洗用香水或類似之噴霧器及其噴頭。
（ij）超過 100 年之首飾品（第 97.06 節）。

71.14-金、銀製品及其零件，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
-貴金屬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其他貴金屬：
7114.11--銀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其他貴金屬
7114.19--其他貴金屬製，不論是否鍍上或被覆以貴金屬
7114.20-被覆貴金屬之卑金屬製品
本節包括本章章註 10 所定義之金器或銀器，其全部或部分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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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貨品要比第 71.13 節之首飾品大；包括：
（A）餐具，例如，餐刀、切肉用具、湯匙、叉；杓；長柄杓；肉夾；長型盤、圓盤、盛湯或蔬菜用碟及碗；船
型醬汁碟；水果碟；砂糖盒、咖啡壺、茶壺、茶或咖啡杯；高腳酒杯；盛蛋杯、玻璃酒瓶、飲酒用具；麵
包、餅、水果等承架及盛籃；魚盆；餅盒；冰酒桶；調味料瓶；方糖鋏鉗；刀架、餐巾掛環；餐桌鈴、裝
飾固定器等。
（B）盥洗用具，例如，手持鏡；瓶及粉餅（第 71.13 節者除外）；毛刷盒、衣刷、釘刷、髮刷、髮梳（裝飾用髮
梳及隨身髮梳─第 71.13 節節除外）；水壺等。香水噴射器除外（第 96.16 節）。
（C）事務或書桌裝備，例如，墨水瓶、墨水台、書檔、文鎮、裁紙刀。
（D）煙具如雪茄或紙煙盒、煙絲罐、煙灰缸、火柴盒架等；但不包括第 96.13 或 96.14 節之物品（紙煙用及其他
打火機、煙斗、紙煙嘴等）。
（E）其他家庭用或相當用途之物品，例如，身體雕像、小雕像及其他室內裝飾用人像；首飾盒；桌上飾物；大
燭台、燭台、裝飾燈架；壁爐架飾、裝飾碟及盤、勳章及大獎章（個人裝飾品除外）；運動競賽獎品；香
料燃燒器等。
（F）宗教用品，例如，聖物箱、聖餐杯、聖體容器、聖體架、十字架、燭台、燈。
本節亦包括未完成或不完整之金器或銀器及可驗明為金器或銀器之零件者，例如，餐具之銀質把柄、
盥洗刷之銀質背等。
就如首飾品及受極小成分之相同限制一樣，本節之物品需含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也可能含珍
珠（天然、養殖或仿製），寶石或次寶石（天然或凝聚），黑玉或珊瑚。
本節不包括：
（a）傘、手杖及以本章材料為配件之第 66.01 或 66.02 節之其他物品，以及此等物品之零件、配件和附屬品，全
部或部分為本章材料製者（第 66.03 節）。
（b）第九十章之物品（例如，雙眼望遠鏡及望遠鏡）。
（c）鐘、錶及其外殼（第九十一章）。
（d）樂器（第九十二章）。
（e）第九十三章之武器及其零件（隨身武器、手槍、轉輪槍等）。
（f）盥洗用香水及其類似噴霧器及其噴頭（第 96.16 節）。
（g）雕刻品或雕像原作（第 97.03 節）、第 97.05 節之珍藏品及第 97.06 節之古董。

71.15-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製之其他物品。
7115.10-觸媒用鉑絲布或鉑柵格
7115.90-其他
本節包括全部或部分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之所有物品，但此項物品非為首飾品，未完成或不完整
之首飾品或其零件（第 71.13 節）或金、銀器、未完成或不完整之金、銀器或其零件（第 71.14 節），以及本章註
2(A)或 3 條款中未排除者。
本節不包括：
（a）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僅為其小配件之物品。
（b）無菌外科手術縫合手術、鑲牙材料及第三十章之其他貨品。
（c）第 58.09 節之編織品及第十一類之其他貨品。
（d）第十六類之機械、機械器具及電器以及可認明為此類貨品之零件者（例如，鉑絲擠製器、抗摩擦軸承、化
學或工業機械之零件、電接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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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第九十章之物品（例如，義肢、假牙及其他人造之人體器官；骨折板、內外科儀器，附有貴金屬製熱電偶之
高溫計；實驗室儀器及裝置及其金、銀或鉑製零件）；第九十一章物品（鐘及錶）或第九十六章物品（例
如，鉑絨瓦斯打火機）。
本節所列絕大部分限於技術或實驗用品，諸如坩堝、灰皿及刮匙（例如，鉑或鉑族金屬製）；觸媒用鉑或鉑
合金製布或格柵等；不適合或非設計為機械或熱設備之容器（不論是否有襯裡或隔熱）；電鍍陽極。金製陽極可
能為純金片剪成所需尺寸並在兩角處打孔以為掛鉤懸於電鍍槽之用。銀製陽極亦可如前述同形或擠製成「犬骨」
(Dog-bone)斷面形並在每端打孔。鉑製陽極通常是用瓦楞形小鉑片或鉑帶做成，並有一窄鉑條焊於其上作為懸吊用
而懸掛於電解槽內，或是用附有鉑絲或鉑絲網窄條懸吊之鉑絲網做成。
本節也包括諸如手提袋等之物品，但需有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做為該物品之基本特性。此類物品可能
有珍珠、寶石、半寶石、玳瑁等做為配件或裝飾。

71.16-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製）之製品。
7116.10-天然珍珠或養珠製
7116.20-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製）製
本節包括全部為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或部分為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製成之所有物品（本
章章註 2（B）及 3 除外之其他物品），但後者不含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除非含量僅及最小成分）（見本
章章註 2（B））。
故本節包括：
（A）個人裝飾用品及其他裝飾用品（如手提袋等之扣鉤及框架、梳子、刷子；耳環；袖扣、飾鈕及其類似品）
有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製）鑲置於卑金屬（不論是否鍍有貴金屬），象牙、
木材、塑膠等之上者。
本節包括已依大小、品質、色調等分級過之珍珠或寶石做成而可當首飾之物品 ，但不包括未分級或分
級珍珠及未分級寶石因搬運方便而臨時串捆且無金屬或其他材料之鑲座者 ； 此項物品歸入第 71.01、71.03
或第 71.04 節（見 71.01 至第 71.03 節之註解）。
在本章章註 2（B）之規定下本節貨品可含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為極小成分（第 71.13 節）之貨
品（例如，有金質彈夾之耳環）。
（B）全部或部分為寶石或次寶石製之其他物品；這類物品也可含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等材料，但其含量
僅可達極小成分。基於這些條件，本節物品亦包括十字及環形飾物（通常為瑪瑙製）、手鐲（腕錶帶鐲除
外）、高腳杯及杯子（通常石榴石製）；小雕像及裝飾用品（例如，軟玉製）；研缽及杵（例如，瑪瑙製），
秤量器中以瑪瑙或其他寶石或次寶石製之刃形支點或轉承；瑪瑙質紡線導引器；有瑪瑙端頭之裝飾木塞等；
粉飾、拋光皮革、紙等用之瑪瑙打光器；釣魚桿用瑪瑙環、裁紙刀、墨水架、文鎮、煙灰缸（例如，瑪瑙
或縞瑪瑙製）。
本節不包括：
（a）第八十二章之貨品中附有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製）製操作部分裝於卑金屬、金屬碳化物或陶瓷金
屬製支座者，不論是否已組成一體（例如，玻璃切刀）。
（b）第十六類之機械、機械器具及電器及其零件（見本章章註 3（k））。
（c）第九十章之物品，如石英製光學元件（不論是否已裝妥）；適合於儀器或器具者。
（d）已加工過之寶石或次寶石，不論是否已裝妥，當做鐘錶零件，或適用於鐘、錶及其他物品（見第九十一章
章註 4）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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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7-仿首飾。
-卑金屬，不論是否鍍貴金屬：
7117.11-袖扣及飾鈕
7117.19-其他
7117.90-其他
本節所稱「仿首飾」一詞已於本章章註 11 加以定義，乃限於個人裝飾用小物品，諸如第 71.13 節註解（A）
所舉者，如環、鐲（腕錶鐲帶除外）、項鍊、耳環、袖扣等，但不包括鈕扣及第 96.06 節之其他物品，或裝飾用
梳、髮箍或其類似品，以及第 96.15 節之髮針，但無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鍍有或含有此類物質之量未超
過本章章註 2（A）所定極小成分者除外，如字母組合型、套圈、環）也無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
人造或再製）結合者。
本節亦包括未完成或不完整之仿首飾品（耳環、手鐲、項鍊等），諸如：
（a）分裂環半成品，由陽極處理過之鋁絲組成者，通常經搓捻或表面加工，不論是否附有粗製之扣鋏，有時不另
加工即當耳環用。
（b）卑金屬製裝飾圖形，不論是否已拋光，經以小鏈環組合成不定長度之長條者。
但口袋中，手提包中或個人身上隨身攜帶之個人用品，如第 71.13 節註解（B）所列舉者（紙煙盒、粉
盒等）則不視為仿首飾。
本節也不包括：
（a）本章章註 3 所載明之物品。
（b）第 83.08 節之物品（帶扣、帶扣搭鈕、搭鈕、鉤、環眼等）。

71.18-鑄幣。（＋）
7118.10-鑄幣（金幣除外），不具法償者
7118.90-其他
本節適用於官定重量及設計之任何金屬（含貴金屬）製鑄幣，在政府規定下發行而為法幣者。委賣之個別鑄
幣或整套鑄幣若為發行國之法幣甚或裝在禮品盒中販賣者均歸入本節。本節亦包括不再是法幣之鑄幣，但蒐集鑄
幣（見第 97.05 節註解）除外。
鑄幣係將金屬片衝出幣形，然後以適當之壓製模衝撞而兩個面同時產生所需圖案者。
本節不包括：
（a）獎牌，即使用鑄幣法所製者；此類歸入第 71.13、71.14 或 83.06 節（見相關註解）。
（b）固定於胸針、領帶夾或其他個人裝飾品上之鑄幣（第 71.13 或 71.17 節）。
（c）已破損、切開或敲壞之鑄幣而只能當碎屑或廢金屬用者。

目註解：
第 7118.10 目
本目包括：
（1）已被撤銷流通使用之具有法償之鑄幣。
（2）由某國沖印製成預備作為他國流通之鑄幣，在通過國境時，尚未經法定授權機構當作法償貨幣發行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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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歸入第 71.03 節之寶石或次寶石名稱表

Amblygonite

礦

物
磷礬石

Amphilboles(group of)
Actinolite
Tremolite
Rhodonite
Andalusite
Apatite
Aragonite
Axinite
Azurite
Benitoite
Bery1
Beryllonite
Brazilianite
Calcite
Cassiterite
Cerussite
Chrysobery1
Chrysocolla

角閃石
陽起石
透閃石
薔薇輝石
紅柱石
磷灰石
文石
斧石
石青
斑皂石
綠寶石
綠寶石
巴西藍寶石
方解石
錫石
白鉛礦
金綠寶石
硅孔雀石

Cordierite

堇青石

Corundum

剛石

Danburite
Datolite
Diaspore
Dumortierite
Epidote
Euclase
Feldspar(group of)

賽黃精
硅灰硼石
水礦
藍線石
綠簾石
淡青鈹玉淡綠玉
長石

商

業

名

Amblygonite
Montebrasite

Actinolite, Nephrite Jade
Tremolite
Rhpdonite
Andalusite
Chiastolite
Apatite(all collours)
Aragonite, Ammolite
Axinite
Azurite(Chessylite)
Azurite-Malachite
Benitoite
Emerald
Aquamarine
Colourless Bery1-Goshenite
Yellow Bery1
Pink Bery-Morganite
Heliodor
Golden Bery1
Green Bery1
Red Bery1, Bixbite
Berylonite
Brazilianite
Calcite
Cassiterite
Cerussite
Chrysobery1 Chrysobery 1 Cat’s-eye
Alexzndrite
Alexandrite Cat’s-eye
Chrysocolla
Cordierite
Iolite
Ruby
Star-Ruby
Sapphire
Star-Sapphire
Sapphire Cat’s-eye
Sapphire or Corundum with colour
designation Padparadschah (orange)
Black Star-Sapphire, etc.
Danburite
Datolite
Diaspore
Dumortierite
Epidote
Eucl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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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磷礬石
磷礬石

陽起石
透閃石
薔薇輝石
紅柱石
空晶石
磷灰石
文石
斧石
石青
石青
斑皂石
純綠寶石
綠寶石
無色緣玉－冰石
綠寶石
粉紅綠玉－冰石
綠臭
金綠寶石
綠寶石
紅綠，鐵錳礦
綠寶石
巴西藍寶石
方解石
錫石
白鉛礦
金綠寶石
變石
變石
硅孔雀石
堇青石
堇青石
紅寶石
星狀紅寶石
藍寶石
星狀藍寶石
藍寶石
藍寶石
黑色星狀藍寶石
賽黃精
硅灰硼石
水鋁礦
藍線石
綠簾石
淡青鈹玉淡綠玉

Ch.71
Albite

鈉長石

Labradorite
Microcline
Oligoclase
Orthoclase

鈉長石
鉀微長石
鈉鈣長石
正長石

Fluorite
(Fluorspar)
Garnet(group of)
Almandine

螢石
螢石
石榴石
石榴石

Andradite

石榴石

Grossular

石榴石

Pyrope
Spessartite
Hematite Idocrase

榴子石
石榴石
赤鐵礦

Gypsum
Kornerupine
Kyanite
Lazurite

土狀石膏
鎂柱石
藍晶石
琉璃

Lazulite
Malachite
Marcasite
Obsidian(volcanic glass)
Olivine
Opal

天青石
孔雀石
白鐵礦
黑曜岩
橄欖石
蛋白石

Prehnite
Pyrites
Pyrophyllite
Pyroxene(group of)
Diopside

葡萄石
黃鐵礦
葉蠟石
輝石
透輝石

Enstatite-Hypersthene
Jadeite

頑火輝石－紫蘇輝石
玉

Spodumene
Quartz

鋰輝石
石英

Albite
Maw-sit/Jadeite
Albite
Labradorite, Spectrolite
Amazonite, Microcline
Aventurine Feldspar Sunstone
Orthoclase(yellow)
Moonstone
Fluorite
(Fluorspar)

鈉長石
硬玉、翡翠
鈉長石
鈉長石
鉀微斜長石

Garnet, Almandine
Granet, Rhodolite
Garnet, Andradite
Garnet, Demantoid
Garnet, Melanite
Garnet, Grossular varied colours
Garnet, Grossular Chrome Tsavolite
Garnet, Hessonite
Garnet, Pyrope
Garnet, Spessartite
Hematite Idocrase Vesuvianite
Californite
Gypsum, Alabaster
Kornerupine
Kyanite
Lazurite
Lapis-lazuli
Lapis
Laqulite
Malachite
Marcasite
Obsidian
Peridot
Opal, Black Opal
Boulder Opal
Fire Opal
Harlequin Opal
Moss Opal, Prase Opal
Opal Matrix
Water Opal
Wood Opal
Prehnite
Pyrites(Marcasite)
Pyrophyllite

石榴石
石榴石
石榴石
石榴石
石榴石
石榴石

Diopside
Star-Diopside
Enstatite-Hypersthene
Jadeite, Jade
Chloromelanite
Spodumene(all colours)
Kunzite
Hiddenite
Agate(Various colours)
Fire Agate

透輝石
星狀透輝石
頑火輝石－紫蘇輝
石
玉
濃綠玉
鋰輝石
紫鋰輝石
鈾翠玉
瑪瑙（各種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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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長石
月狀石
瑩石

石榴石
石榴石
石榴石
赤鐵礦
土狀石膏
鎂柱石
藍晶石
琉璃
寶石
寶石
天青石
孔雀石
白鐵礦
黑曜岩
橄欖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蛋白石
葡萄石
黃鐵礦
葉蠟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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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yx
Sardonyx
Amethyst
Aventurine Quartz
Aventurine
Blue Quartz
Chalcedony
Chrysporase

Rhodochrosite
Scapolite
Serpentine

菱錳礦
柱石
蛇紋石

Sinhalite
Sodalite
Smithsonite
Shplerite
Spinel

方納石
菱鋅礦
閃鋅礦
尖晶石

Sphene(Titanite)
Topaz
Tourmaline

橫石
黃玉
電氣石

Tugtupite
Turquoise
Variscite
Verdite
Vesuvianite(see Idocrase)
Zircon
Zoisite

土耳其玉藍
磷酸鋁石

鋯石
黝簾石

Citrine, yellow quartz
Cornelian
Green Quartz, Prasiollite
Heliotrope, Bloodstone
Jasper
Multicoloured
Orbicular Jasper
Silex
Morion, Cairngorm
Moss-Agate
Agate Dendritic
Banded Agate Prase
Quartz Cat’s-eye
Qurartz Falcon’s-eye
Quartz Tiger’s-eye
Rock Crystal, Quartz
Rose Quartz
Smoky Quartz
Violet Quartz
Rhodochrosite
Scapolite
Bowenite
Serpentine
Verd Antique Williamsite
Sinhalite
Sodalite
Smithsonite, Bonamite
Sphalerite Blende
Spinel(all colours)
Pleonaste Black Spinel
Steatite, Soapstone
Sphene
Topaz(all colours)
Tourmaline(all colours) Anchroite
Dravite
Indiolite
Rubellite Tourmaline Cat’s-eye
Tugtupite
Turquoise Turquoise Matrix
Variscite
Verdite
Zircon(all colours)
Zoisite(all colours) Tanzanite
Thu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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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瑙
瑪瑙
石英
紫水晶
金星石英
金星
藍石英
石髓
綠石髓
黃石英
紅玉髓
綠石英
血石
碧石
多色碧石
碧石
矽石
黑煙水晶，褐石英
瑪瑙
瑪瑙
瑪瑙
石英貓眼
石英鷹眼
石英虎眼
石英
石英
石英
紫石英
菱錳礦
柱石
硬綠，蛇紋石
蛇紋石
角蠻蛇紋石
方納石
菱鋅礦
閃鋅礦
尖晶石
尖晶石
塊滑石
橫石
黃玉
電氣石
鎂電氣石
巴西藍寶石
紅電氣石
土耳其玉藍
磷酸鋁石
金雲橄欖石斑岩
鋯石
黝簾石
纖維黝簾石

Ch.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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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類
卑金屬及卑金屬製品

類註：
1.－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a）調製油漆、墨類或其他以金屬鱗片或粉為基料之製品（第 32.07 至 32.10、32.12、32.13 或 32.15 節）；
（b）鈰鐵或其他發火合金（第 36.06 節）；
（c）屬於第 65.06 或 65.07 節之帽類或其零件；
（d）屬於第 66.03 節之傘骨及其他物品；
（e）屬於第七十一章之貨品（例如：貴金屬合金、被覆貴金屬之卑金屬、仿首飾）；
（f）屬於第十六類之物品（機器、機械用具及電器）；
（g）裝配之鐵路或電車軌道（第 86.08 節）或其他屬於第十七類之物品（車輛、船舶及航空器）；
（h）屬於第十八類之儀器或器具包括鐘或錶彈簧；
（ij）供作彈藥用之鉛彈（第 93.06 節）或第十九類之其他物品（武器與彈藥）；
（k）屬於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墊褥架、燈及其配件、照明標誌、組合式建築物）；
（l）屬於第九十五章之物品（例如：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
（m）屬於第九十六章之手用篩、鈕釦、鋼筆、鉛筆桿、鋼筆尖、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或其他
物品（雜項製品）；或
（n）屬於第九十七章之物品（例如：藝術品）。
2.－本類中所稱「一般用零件」係指：
（a）第 73.07、73.12、73.15、73.17 或 73.18 節所列之物品及其他卑金屬之類似物品；
（b）卑金屬製彈簧及彈簧片，第 91.14 節鐘及錶彈簧除外；及
（c）第 83.01、83.02、83.08、83.10 節所列之物品及第 83.06 節卑金屬框及鏡。
第七十三至第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第八十二章（但不包括第 73.15 節）所稱零件不包括前述一般用零
件。
依照前項及第八十三章章註 1 之規定，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之所屬物品，並不包括在第七十二至八十一
章內。
3.－本分類所稱之「卑金屬」係指：鐵及鋼、銅、鎳、鋁、鉛、鋅、錫、鎢、鉬、鉭、鎂、鈷、鉍、鎘、鈦、鋯、
銻、錳、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錸、及鉈。
4.－本分類所稱之「瓷金」係指含金屬及陶瓷二種成分結合之細微非均質結合物之產品。所稱「瓷金」包括燒結
金屬碳化物（金屬碳化物與金屬燒結者）。
5.－合金分類（不包括第七十二及七十四章之合金鐵及銅母合金）：
（a）基本金屬合金中，某一金屬之重量較任何其他金屬均大時，即視為該金屬之合金並據此原則分類；
（b）由本類基本金屬及不屬於本類之元素所合成之合金，如其基本金屬總重量等於或超過其不屬本類元素總
重量者，應視為本類之基本金屬合金；
（c）本類所稱「合金」，包括金屬粉之燒結混合物，經熔融之非均質緊密之混合物（不包括瓷金粉）及金屬
間化合物。
6.－除另有規定外，本分類所稱基本金屬，均包括註 5 所稱基本金屬合金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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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複合製品之分類：
除有關節另有規定者外，卑金屬製品（包括依照註釋視為卑金屬製品之混合原料製品）含有二種或以上
卑金屬者，計算各種卑金屬重量時應按重量最多之卑金屬認定其為該卑金屬製品：
（a）各種鐵及鋼應視為相同之金屬；
（b）依照註 5 分類，某金屬之合金，應全部視為該一金屬；及
（c）第 81.13 節之瓷金應視為單一基本金屬。
8.－本類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廢料及碎屑
金屬在製造或機械加工過程中所產生之金屬廢料及碎屑，及金屬物品因破損、切斷、磨損或其他理
由而不堪使用者。
（b）粉
產品以重量計有 90％或以上能通過 1 公厘之網孔篩目者。

總

則

本類涵蓋卑金屬（包括化學純態）及其多種製品，未列於本類之卑金屬物品則列於文末之註解。本類亦包括
從脈石中分離而得之純淨金屬，及銅、鎳與鈷之硫碴；金屬礦苗及純淨金屬仍封閉於其脈石中者不包括在內（第
26.01 至 26.17 節）。
依據本類註 3，本分類所稱之「卑金屬」係指：鐵及鋼、銅、鎳、鋁、鉛、鋅、錫、鎢、鉬、鉭、鎂、鈷、
鉍、鎘、鈦、鋯、銻、錳、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錸及鉈。
第七十二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每章包括特定未經塑性加工之卑金屬及卑金屬的產品，諸如
條、桿、線、薄片、或其製品，但歸列於第八十二及八十三章之卑金屬製之特殊物品除外，不論其組成之金屬如
何，該二章係限於特殊之物品。

（A）卑金屬合金
除另有規定外（例如鋼合金），依據本類類註 6 所述，歸入第七十二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或本
商品分類其他節之卑金屬不僅包括該卑金屬本身，亦包括該卑金屬之合金。同理，歸入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或他
處之「卑金屬」亦包括按該卑金屬分類之合金。
依照第七十一章章註 5 及本類類註 5 之規定，卑金屬合金應按下述方法分類：
（1）卑金屬與貴金屬之合金。
合金中如無一種貴金屬（銀，金及鉑）至少佔合金之重量 2％，則此合金應按卑金屬分類。其他之卑金
屬與貴金屬之合金則歸入第七十一章。
（2）卑金屬合金。
此類合金，依照其中佔重量最多之金屬分類，但鐵合金（見第 72.02 節註解）及銅母合金（見第 74.05
節註解）除外。
（3）本類之卑金屬與非金屬或與第 28.05 節金屬的合金。
如合金中所含屬於本類的卑金屬總重量相等或大於其他元素之總重量者，則按本類之卑金屬合金分
類，否則一般係歸入第 38.24 節。
（4）燒結混合物，經熔融而得之相異金屬密合混合物（瓷金粉除外）及金屬間化合物。
金屬粉之燒結混合物及經熔融而得之相異金屬密合混合物（瓷金粉除外）應視為合金。後一種型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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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特別包括熔融金屬屑所得而成份不同之錠塊。
但未經燒結之金屬粉混合物則依照本類類註 7 規定分類（組合物－見下列（B）項）。
兩種或以上之卑金屬所組成之金屬間化合物仍視為合金。金屬間化合物與合金之最主要的差別在於不
同原子在金屬間化合物中晶格的排列是有規則的。而在合金中卻是無規則的。

（B）卑金屬製品
依據本類類註 7 說明，卑金屬製品含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之卑金屬者，應按其中重量最多的卑金屬之製品分類，
但他章另有規定者除外（例如鋼或鐵製釘而有銅質者歸入第 74.15 節，縱使其中之銅並非主成分）。物品之部分
成分屬非金屬製者，若依解釋準則規定，認定該物品為卑金屬製，則亦適用同一規則。
為配合此項規定，計算含有金屬比例時，應注意下列各點：
（1）所有不同種類之鐵或鋼均視為同一金屬。
（2）合金應視為全部係某一金屬所組成者，而按該金屬之合金分類（例如部分由黃銅製成者應視同全部由銅製
成）。
（3）第 81.13 節之瓷金粉應視為單一卑金屬。

（C）製品之零件
通常物品可識別為某製品之零件者，歸入該製品之適當節別。
但分別進口之一般用途零件（定義於本類類註 2），不應視為製品之零件，而應歸入本類中適當之節。舉例
言之，此規定可應用於中央暖氣散熱器之專用螺栓或汽車專用彈簧，此項螺栓歸入第 73.18 節（按螺栓分類）而
非第 73.22 節（視為中央暖氣散熱器之零件），彈簧歸入第 73.20 節（按彈簧分類）而非第 87.08 節（視為機動車
輛之零件）。
*
* *

應予注意者，本類類註 2（b）規定，鐘錶彈簧不包括在本類內，而應歸入第 91.14 節。
除本類類註 1 所列之物品外，下列各項亦不包括在內：
（a）卑金屬汞齊（第 28.53 節）。
（b）卑金屬膠體懸浮液（通常歸入第 30.03 或 30.04 節）。
（c）牙科用粘固劑及其他牙科填充物（第 30.06 節）。
（d）感光性金屬照相用版，例如照相雕刻版（第 37.01 節）。
（e）第 37.07 節之照相用閃光燈材料。
（f）攙金屬之紗（第 56.05 節）；此類紗線或金屬線之編織物，作服裝一類裝飾用之織物或其類似品（第 58.09
節）。
（g）第十一類中所述之金屬線之刺繡品及其他物品。
（h）除第六十四章章註 2 所規定者外之腳上穿用物的零件（尤其保護物、眼孔、鉤及扣環）（第 64.06 節）。
（ij）鑄幣（第 71.18 節）。
（k）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第 85.48 節）。
（l）金屬線刷（第 96.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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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章
鋼

鐵

章註：
1.－本章及章註（d）（e）及（f）項目中之專有名詞詮釋如下：
（a）生鐵
鐵碳合金，不適於展性用途者，以重量計含有 2％以上之碳，並得含有一種或多種其他元素，其重
量限度如下：
－不超過 10％之鉻
－不超過 6％之錳
－不超過 3％之磷
－不超過 8％之矽
－總重量不超過 10％之其他元素。
（b）鏡鐵
鐵碳合金，以重量計含有超過 6％但不超過 30％之錳，其他並符合上開註（a）之規定者。
（c）合金鐵
塊狀或類似初級形狀，連續鑄造而得之形狀及粒狀或粉狀，不論是否凝塊之合金，通常用為製造其
他合金之添加物、脫氧劑、脫硫劑或供鋼鐵冶煉之類似用途，一般不適於展性用途者，以重量計應含有
4％或以上之鐵元素及一種或多種之下列元素：
－超過 10％之鉻
－超過 30％之錳
－超過 3％之磷
－超過 8％之矽
－總計超過 10％之其他元素（碳除外），但銅之含量最高為 10％。
（d）鋼
第 72.03 節者除外之鋼鐵材料（某種方式產生之鑄件除外），適於展性用途者，以重量計含 2％或以
下之碳。但鉻鋼可含較高比例之碳。
（e）不銹鋼
以重量計含 1.2％或以下之碳及 10.5％或以上之鉻，並可含或不含其他元素之合金鋼。
（f）其他合金鋼
不符合不銹鋼定義之鋼，以重量計依照下列比例含有一種或多種元素：
－含 0.3％及以上之鋁
－含 0.0008％及以上之硼
－含 0.3％及以上之鉻
－含 0.3％及以上之鈷
－含 0.4％及以上之銅
－含 0.4％及以上之鉛
－含 1.65％及以上之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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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0.08％及以上之鉬
－含 0.3％及以上之鎳
－含 0.06％及以上之鈮
－含 0.6％及以上之矽
－含 0.05％及以上之鈦
－含 0.3％及以上之鎢
－含 0.1％及以上之釩
－含 0.05％及以上之鋯
－分別計含 0.1％及以上之其他元素（硫、磷、碳、及氮除外）。
（g）重熔用廢鋼鐵鑄錠
鑄成錠形之粗製品，不含補澆冒口或冒口，或成塊狀有明顯之表面缺陷，不符合生鐵、鏡鐵或合金
鐵之化學成分者。
（h）顆粒
產品以重量計有 90％以下能通過 1 公厘網孔篩目者及有 90％及以上能通過 5 公厘網孔篩者。
（ij）半製品
不論已否經初步熱軋之連續鑄造實心產品；及其他經初步熱軋或約經鍛造成形，但未進一步加工之
實心產品，包括角、形及型之粗胚。
本項產品不呈捲盤狀。
（k）扁軋產品
不符合上開註（ij）定義之實心長方形（方形除外）橫斷面軋製品其形狀為：
－連續層疊之捲盤，或
－直長者，如其厚度小於 4.75 公厘，寬度至少應為厚度之十倍，或如其厚度為 4.75 公厘及以上，寬度應
超過 150 公厘並至少為厚度之二倍。
扁軋產品包括直接由軋製壓滾出凸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鈕釦形、菱形）
及經穿孔、波浪化或拋光者，但以不具其他節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扁軋產品除長方形或正方形以外，其任何尺寸之形應視為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但以不具其他節產
品之特性者為限。
（l）熱軋之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繞成不規則捲盤狀之熱軋產品，其實心橫斷面為圓形、弧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
角形或其他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等長平行直
線）。本項產品具有壓痕、加肋形、溝槽形或其他於軋製過程時變形之產品（鋼筋）。
（m）其他條及桿
不符合上開（ij）、（k）或（l）任一項或線之定義之產品，其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形狀為圓形、
弧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其他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
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等長平行直線者）。本項產品可有:
－具壓痕、加肋形、溝槽形或其他軋製過程時變形之產品（鋼筋）;
－軋製後再經絞扭者。
（n）角、形及型
不符合上開（ij）（k）（l）（m）及線之定義，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產品。
第七十二章不包括第 73.01 或 73.02 節之產品。
（o）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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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扁軋產品定義之任何繞成捲盤狀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冷成形產品。
（p）空心鑽條及桿
適用於鑽孔之任何橫斷面空心條及桿，最大截面外徑超過 15 公厘但不超過 52 公厘，及最大的內徑
不超過最大外徑二分之一者。不符合本定義之空心鋼鐵條及桿應歸入第 73.04。
2.－鐵金屬以其他鐵金屬被覆者，應按重量最大之鐵金屬產品分類。
3.－以電解沈積、加壓鑄造或燒結法製成之產品，依其形狀、成分及外表，歸列本章類似之熱軋產品之適當節內。
。
。。

目註：
1.－本章下列所用名詞註釋如下：
（a）合金生鐵
生鐵以重量計，依下列載明比例含有一種或多種元素：
－超過 0.2％之鉻
－超過 0.3％之銅
－超過 0.3％之鎳
－超過 0.1％之下列元素：鋁、鉬、鈦、鎢、釩。
（b）非合金易削鋼
非合金鋼以重量計，依下列載明比例含有一種或多種元素：
－含 0.08％及以上之硫
－含 0.1％及以上之鉛
－超過 0.05％之硒
－超過 0.01％之碲
－超過 0.05％之鉍。
（c）電氣矽鋼
以重量計含至少 0.6％，但不超過 6％之矽及不超過 0.08％之碳之合金鋼，亦可含不超過 1％之鋁，
但不含其他元素其比例足使此鋼具有其他合金鋼之特性者。
（d）高速鋼
鉬、鎢、釩三種元素至少含二種，其合併含量以重量計為 7％或以上，並含 0.6％或以上之碳及 3％
至 6％之鉻，不論是否包含其他元素之合金鋼。
（e）矽錳鋼
合金鋼以重量計，應含下列成份:
－不超過 0.7％之碳，
－0.5％及以上但不超過 1.9％之錳，及
－0.6％及以上但不超過 2.3％之矽，但不含其他元素其比例足使鋼具有其他合金鋼之特性者。
2.－第 72.02 節合金鐵目之分類應依照下列準則：
合金鐵如僅有一種合金元素超過本章註 1（c）規定之最小百分比時應視為二種元素組成並優先歸入該適
當目（如其已列）；依此類推，如僅二種或三種合金元素超過最小百分比時，則分別視為三種或四種元素組
成並各歸入適當之目。
適用此原則時，有關章註 1（c）未指定之「其他元素」，個別重量須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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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則

本章包括鐵金屬，即生鐵、鏡鐵、合金鐵和其他初級材料（第一分章），以及若干鋼鐵工業產品（鑄錠及其
他初級形狀、半成品和其直接衍生之基本製品）、鐵或非合金鋼（第二分章）製品、不銹鋼製品（第三分章）和
其他合金鋼（第四分章）製品。
進一步加工之物品，譬如鑄造物、鍛造物等，及板樁、焊製之角形及型，鐵道或電車道之建軌材料與管，係
歸列於第七十三章，若干特殊物品則歸入於其他各章至於原料，鋼鐵工業使用列於第 26.01 節註解之各種天然鐵
礦（氧化物、水合氧化物、碳酸鹽、黃鐵礦渣（黃鐵礦、白鐵礦、磁黃鐵礦等燒去硫後剩留之燒結氧化鐵）及鋼
鐵廢料及碎屑。
（Ⅰ）鐵礦之轉化（還原）
鐵礦係以還原法在鼓風爐中或電爐中轉化成生鐵，或以各種直接還原法轉化成海綿狀（海綿鐵）或團
塊狀；僅於需要特別純淨之鐵供特殊用途（例如化學工業）時，才以電解法或其他化學方法還原之。
（A）鼓風爐還原法
由鐵礦製鐵，大多數仍使用鼓風爐還原法。此種方法主要係以鐵礦為原料，但金屬廢料及碎屑、
預還原之鐵礦及其他鐵屬廢料亦可被使用。
鼓風爐通常使用硬質焦炭作還原劑，有時亦摻雜少量之煤或液態、氣態之碳氫化合物。鼓風爐製
得熔融狀之生鐵，副產品則有熔渣、煤氣及爐灰。
熔融之生鐵，大部分直接在鋼廠轉化成鋼。
有些則於鑄工廠（鐵工廠）中製造鑄模或鑄鐵管等。
另外有些可能用鑄鐵機或砂床鑄成錠狀或塊狀；或製成不規則之團塊狀，有時稱為「板鐵」，或
將之澆注於水中粒化之。
固態之生鐵，或於鋼廠與鐵屑重熔以產製鋼，或於鑄鐵廠再與鐵屑混合在衝天爐或電爐中熔解，
製成鑄件。
（B）直接還原廠之轉化
不同於上述方法，此法所用之還原劑通常為氣態或液態之碳氫化合物或煤，故不需使用硬質焦碳。
上述兩種方法中，以直接還原法之溫度較低，故該產品（通常稱之為海綿鐵）之製造並不需經歷
熔融狀態，而直接形成海綿狀、預還原之丸狀或團塊。是故，此類物品之含碳量通常較鼓風爐還原產
製之生鐵（熔融金屬與碳緊密接觸）為低。多數此類粗製品，於鋼廠熔融並轉化成鋼。
（Ⅱ）鋼之產製
煉鋼之初級材料，包括有熔融或固態之生鐵或鑄鐵，以及直接還原之鐵產品（海綿鐵）與廢料、碎屑。
這些材料添加有若干熔渣狀之添加劑，諸如生石灰、氟石、除氧劑（例如錳鐵、矽鐵、鋁）及各種合金元
素。
煉鋼法主要可分二類：「氣體法」和爐床法，前者係將熔融之生鐵在轉爐中或吹氣加以精煉；而爐床
法，則如平爐法或電爐法。
氣體法之使用，不需外加之熱源。當進料時，主要係由熔融之生鐵所組成。而存在於生鐵中之若干元
素（例如碳、磷、矽及錳）之氧化作用，所產生之熱力足夠使鋼維持液態，甚至能重熔任何添加之碎屑。
此類過程包括吹入純氧於熔融之金屬（令茲及杜那維茲法 Line-Donawitz）：ＬＤ或ＬＤＡＣ、ＯＢＭ、Ｏ
ＬＰ、Kaldo 及其他方法）以及已經過時的吹入空氣或濃縮氧者（湯姆斯（Thomas）及柏塞麥（Bressemer）
法）。
平爐精煉法卻需要一外加之熱源，使用於以固體進料（例如，鐵屑、海綿鐵固狀生鐵）為煉鋼原料者。
平爐法之主要兩種方式為（一）以重油、瓦斯供給熱力之馬丁（Martin）爐法以及（二）以電流供給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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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電弧爐法。
若干鋼之產製可能接連使用兩種不同之程序（雙重法）。例如，其精煉有先用馬丁爐再用電爐者；先
用電爐熔解鋼，再移至特殊之轉爐，吹氧及氬於進料以去碳者（例如：不銹鋼之製造法）。
對於成份特殊或具有特殊性質之鋼品，已發展出許多新方法。這些方法包括真空電弧熔解、電子撞擊
熔解及電渣法。在所有方法中，鋼產生於自耗性電極，以熔融狀，澆入冷卻之鑄錠模。此模有單件式者，
亦有底部可移動，固化後之鑄件可自模底退出者。
上述方法所得之液態鋼，不論是否須再精煉，通常流入爐前之盛鋼桶。在此階段可添加固態或液態之
合金元素或除氧劑。添加作業可能在真空中進行，以確保沒有氣體雜質。
任何方法產製之鋼，依據其合金元素含量區分為「非合金鋼」及「合金鋼」（不銹鋼及其他）。再者，
可依照其特別性質區分如易削鋼、電氣矽鋼、高速鋼或矽錳鋼。
（Ⅲ）錠或其他初級形狀及半成品之產製
僅管熔融鋼可以在模中鑄成（在工廠）最後形狀（鋼鑄件），但大多數熔融鋼仍用鑄錠模鑄成錠。
在鑄造中或澆注階段，以及固化階段，鋼可分為三類：未靜（「冒泡」）鋼、全靜（或「非冒泡」）
鋼，以及半全靜（或「平衡」）鋼。鑄造或澆注之鋼在未靜狀態之所以被稱為冒泡鋼，係由於澆注及澆注
過後，氧化鐵與分解出之碳在鋼中發生反應，致使其「冒泡」。在冷卻期間，雜質集中於錠心及上半部，
而外層未受雜質影響，當由錠軋製成品將有較佳之外觀。此類較經濟之鋼亦有用於冷壓者。
許多情況，鋼無法在未靜態下予以適當地鑄造，尤其在製造合金鋼及高碳鋼時。在此情形，鋼必須全
靜處理，亦即去氧。去氧有特別在真空中作處理以施行者，但較普遍地乃以添加元素諸如矽、鋁、鈣、或
錳，以達成去氧目的。如此，殘留雜質較能均勻地分佈於整個錠中，使得整個錠能獲得較一致性之性質，
就若干用途而言，將可提供較佳之保證。
鋼有部分去氧者，稱之半靜（或「平衡」）鋼。
錠於固化而且溫度平衡後，以初級齒輪機或粗軋機（塊料軋機、板塊軋機），軋成半成品（大坯、小
坯、圓坯、板、片桿）或以落鎚機、鍛壓和轉變成半成品鍛件。
以連續鑄造機將鋼直接鑄成半成品的數量越來越多。其橫斷面，在若干情形下可能趨近成品。連續鑄
造出之半成品，其特徵在表面外觀通常具有近乎規則間隔而顏色不同的橫向環，且其切面顯現出急速冷卻
造成之徑向結晶。連續鑄造用鋼皆為全靜處理過者。
（Ⅳ）成品之產製
半成品及若干情形下之錠乃接著轉變成品。
此類物品通常分為扁平製品（「寬幅板」，包括「萬向板」、「寬幅捲盤」、片、板及帶條）及長條
形製品（條及桿、熱軋製者，繞成不規則捲盤狀，其他條及桿、角、型、形及線）。
此類製成品乃塑性變形製品，不是直接由錠或半成品熱製（熱軋、鍛造或熱抽）就是間接經由熱製品
冷製（冷軋、擠製、拉線、拉輝面），有時更加以完工處理（例如，無心研磨或精密車製成冷製條）。
依照本章註 3 之規定，鋼鐵製品係由電解沉積、壓鑄或燒結法產製，依成品之形式、成分，以及外觀
加以分類。本章各節適用於類似之熱軋製品。
本章註解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1）壓鑄（金屬模鑄造法）
此法係將熔融或糊狀之合金加壓注入鑄模中。
此法有利大量製造及確保精密之製品尺寸。
（2）燒結
燒結乃粉末冶金之操作，通常係將密實之粉末製品，置入模中加壓成型，並於特殊之爐中加熱者。
此項操作在特定之溫度、時間及大氣壓力下施行，以賦予燒結材料最後性質，燒結產物乃固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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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狀。燒結亦有於真空中施行者。
（A）熱塑變形
（1）熱軋：意即製品於急速再結晶溫度與開始熔化溫度之間加以輥軋，此項溫度範圍依許多因素而變動諸
如鋼之成份。原則上，熱軋工件之最後溫度約在 900℃左右。
（2）鍛造：意即金屬塊之熱變形，係以落鎚機或鍛壓機製得所需之形狀者。
（3）熱抽：熱過之鋼通過拉模以產製條、桿、管或各種形狀之型。
（4）熱落鍛及落衝：意即金屬形或型（通常為輸送線）之產製，係以特殊工具將模中（密合或以楔形接合
者）已切割之毛坯熱成型者。此項工作，係以衝擊或壓力施行，通常接著初步加工之輥軋、鎚打、手
鍛或彎曲後進行。
（B）冷塑變形
（1）冷軋：乃於室溫下施行，即低於再結晶溫度。
（2）冷落鍛及落衝：意即形或型之產製，係以類似（A）（4）所述而以冷作處理者。
（3）擠製：乃一變形過程，通常為冷作，係將成塊之鋼在高壓下藉模及擠壓工具，於一個除進出料口外四
周密閉之空間，將其變形至所欲之形狀者。
（4）拉線：是冷作處理，係將繞成不規則捲盤狀之條或桿通過一個（含）以上之模中，以高速抽拉製得直
徑較小成捲之線。
（5）拉輝面：是冷作處理，係將條或桿，不論是否繞成不規則捲盤狀者，通過一個（含）以上之模中抽拉
（以相對較低之速度），以產製較小或不同形狀截面之製品。
冷作製品與熱軋或熱抽製品之區別，可以下列標準為之：
－冷作製品之表面較熱作處理者有較佳之外觀，且絕不致有氧化銹皮鱗狀之表層。
－冷作製品之尺寸裕度較小。
－薄扁製品（薄「寬幅捲盤」、片、板及帶條）通常由冷縮減方式產製。
－顯微檢視冷作製品，可發現沿著工作方向之晶粒及晶粒方向有顯著的變形；反之，由於材料之再結晶現
象，熱作處理製品則顯現近乎規則的晶粒。
此外，冷作製品具有下述性質可能於若干熱軋或熱抽製品中也可發現：
（a）由於經歷加工應變或加工硬化，冷作製品非常硬且具極大之抗拉強度，這些性質可經由熱處理而做適
當降低。
（b）冷作製品之破裂伸長量非常低；適當熱處理者可提高之。
極輕度冷軋過程（稱為表面冷軋或輕冷軋），施予若干熱軋之扁平製品，而未明顯縮減其厚度者，並
不因此改變熱軋成品之特性。此種在低壓力下輕冷軋僅作用及製品表面，而冷軋（亦稱為冷縮）處理，工
作件之橫斷面縮減量頗為可觀，實際上已改變製品之結晶構造。
（C）後續製造及整理
製成品有進一步加工處理或經由以下一系列加工轉化成其他物品者，諸如：
（1）機械加工：例如車、銑、研磨、穿孔、衝孔、摺疊、尺度矯正、剝皮等；但應注意，粗車削僅去除氧
化鱗皮或去銹，以及粗修剪均不視為導致改變製品分類之完工處理。
（2）表面處理或其他操作（包括護面），用以改進金屬性能及外觀、防銹及防蝕等。除了本文若干節另有
規定者外，上述加工不影響物品之分類（指仍歸入同一節而言）。包括：
（a）退火、淬火、回火、表面硬化、氮化及類似熱處理以改良金屬之特性。
（b）去銹、酸洗、刮削及其他方法，而能去除加熱金屬時形成之氧化物鱗皮及銹皮者。
（c）簡單塗面以防銹或其他氧化作用，防止運輸時滑動及便利裝卸，例如，以包含抗銹顏料（紅丹、
鋅粉、氧化鋅、鉻酸鋅、氧化鐵、鉛丹鐵、寶石丹鐵）之油漆塗面者，及以礦油、蠟、石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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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焦油或瀝青為基本成分之非顏料塗面者。
（d）表面加工處理，包括：
（i）拋光、磨光或類似之處理；
（ii）人工氧化（以各種化學方法，諸如浸入氧化溶液），著古銅色處理、發藍（顯藍退火）、
棕色發藍或青銅色發藍（以各種技術），而能在製品表面形成氧化膜，以改進其外觀。此
項處理能提高製品之抗銹力；
（iii）化學表面處理，諸如：
－磷酸鹽處理，係以磷酸鹽金屬酸溶液浸浴製品，特別是錳、鐵及鋅者；此法亦稱為磷酸
鹽護膜法或磷酸鹽防銹處理，依其浸浴溫度及執行時間而定。
－草酸鹽處理、硼酸處理等，係使用適當之鹽類或酸類，其方法與磷酸鹽處理者類似。
－鉻酸鹽處理，係以主要含有鉻酸或鉻酸鹽溶液浸浴製品；此係表面處理法，例如，鍍或
塗鋅鋼板。
此類化學表面處理有保護金屬表面之優點，便利製品後續之冷變形處理及油漆或其他
非金屬保護塗料之應用。
（iv）金屬塗佈（coating）（用金屬處理）之主要方法有：
－浸入熔融之金屬或金屬合金池內，例如熱浸鍍鋅法、鍍錫，以及鉛和鋁塗面之熱塗膜法。
－電鍍（塗面金屬陰極堆積於被鍍物之上，以適合之金屬鹽溶液電解為之者），例如，以
鋅、鎘、錫、鉛、鉻、鉻/鉻酸鹽、銅、鎳、金或銀。
－浸漬或擴散（製品與粉末狀被覆金屬一起加熱），例如，滲鋅法（以鋅滲之）及滲鋁法
（以鋁滲入）及滲鉻法（以鉻擴散）；
－噴覆法（將熔融狀之塗面金屬霧化直接噴於欲塗面之製品上），例如，肖甫（Schoop）
法及手氣槍法、電弧法、電漿法及靜電噴覆法；
－金屬化處理，塗面金屬以真空蒸鍍者等；
－金屬化處理，以輝光放電離子撞擊塗面金屬者（離子鍍）；
－以陰極汽化塗面（濺射）。
（v）以非金屬物質塗面(coating)，例如，搪瓷、清漆、快乾漆、油漆、表面印刷；以陶瓷或塑膠
塗面，包括特殊方法諸如輝光放電、電泳、靜電噴射及浸浴於靜電流動化浴池再以輻射燒
製者等。
（e）被覆（cladding），即用各種不同顏色及性質之金屬，以分子互相滲透法，在接觸之表面上，結
合成層次。上述之擴散法，係被覆產品之特性，並以之作為與上述方式金屬塗佈產品（例如用
正常電鍍法）之區別標準。
被覆之方法有多種，例如，以熔化之金屬在傾注卑金屬上後再加輾壓；用簡單熱滾壓法以
確保護面金屬有效地焊接於卑金屬上；或將被覆金屬用其他任何方法堆積或置於他物上面，然
後以任何機械或熱處理以確保焊接效果（例如「電加護面」），其被覆金屬（鎳、鉻等）用電
鍍法鍍於卑金屬上，在金屬接觸之表面上使分子互相滲透，再在適當溫度下經熱處理及隨後之
冷軋而成。
如鐵或鋼為重量最多之金屬，則以非鐵金屬被覆之鐵製品仍歸入第七十二章中各有關節（見
第十五類類註 7）。同理，鋼鐵製品，以其他鐵金屬被覆者，依其製品或被覆金屬之成分，以佔
重量最多之金屬分類（見本章章註 2）歸入兩分章（二、三或四）；例如非合金之普通鋼條以不
銹鋼被覆者，如普通鋼較多則歸入第二分章，如不銹鋼佔的比例大則歸入第三分章。
（f）取出小部分金屬作試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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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積層板（lamination），例如，把金屬層疊在具有黏著及彈性之中間層上，彈性材料供做聲音等
之隔絕體。
*
* *

鐵金屬合金及複合物品之分類詳見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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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分章
初級材料、粒狀或粉狀產品

總

則

本分章包括：
（1）鋼鐵冶金之初級材料（生鐵、鏡鐵、合金鐵、由鐵礦及其他海綿鐵製品直接還原之鐵製品、廢料及碎屑及
重熔之鑄錠碎屑）及鐵之最低純度以重量計為 99.94％者（第 72.01 至 72.04 節）。
（2）生鐵、鏡鐵、鐵或鋼等粒狀或粉狀者（第 72.05 節）。

72.01-塊狀或其他初級形狀之生鐵及鏡鐵。
7201.10-非合金生鐵，以重量計含 0.5％及以下之磷者
7201.20-非合金生鐵，以重量計含磷量超過 0.5％者
7201.50-合金生鐵；鏡鐵
（A）生鐵
生鐵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a）。但是鉻鋼之含碳量超過 2％者，依本章章註 1（d）規定，歸入第四分章之其
他合金鋼。
生鐵為鋼鐵工業之主要基本產品，係於鼓風爐中將鐵礦還原熔解，或在電爐或衝天爐中將鐵廢料及碎屑熔解
而得。生鐵為一鐵碳合金，但亦含有其他來自礦石、廢料、助熔劑或燃料之元素，諸如矽、錳、硫及磷，有時亦
加入其他元素，諸如鉻及鎳，而具特殊之性質。
本節包括原生鐵及經某種程度之精煉、混合或熔合而再熔化過之生鐵，而其組織成份仍在章註 1（a）所定之
限量範圍以內者。此項金屬可能為長方形塊狀，塊狀、成堆、或碎塊、或熔融狀態；但本節不含型鐵或加工品（例
如粗製或加工鑄件或管）。
鑄鐵之特性，脆而易碎，且無法加工；惟經退火可予補救，致產品在表面上具有鋼之若干性質，此項產品稱
為「可展性鑄鐵」（白心或黑心）。實際上，此項處理方法通常歸入他處之鑄造物品，但此類任何材料成長方形
塊狀，塊狀等初級形式，如其含碳量以重量計超過 2％者，仍歸入本節。
合金生鐵係生鐵中含有一種（含）以上之元素，其為目註 1（a）所提及，且其重量含量比例亦符合此目註所
限定者。

（B）鏡鐵
鏡鐵，在貿易上有時被視為合金鐵，但因其通常係直接得自礦岩，故與生鐵歸入同一節。鏡鐵之定義，已於
本章章註 1（b）中說明。
在製鋼過程中，鏡鐵係供鐵材之去氧，重新碳化及製造合金之用。因含錳量高，故其截口之表面閃閃發亮，
形狀與生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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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2-合金鐵。
-錳鐵：
7202.11--以重量計含碳量超過 2％者
7202.19--其他
-矽鐵：
7202.21--以重量計含矽量超過 55％者
7202.29--其他
7202.30-矽錳鐵
-鉻鐵：
7202.41--以重量計含碳量超過 4％者
7202.49--其他
7202.50-矽鉻鐵
7202.60-鎳鐵
7202.70-鉬鐵
7202.80-鎢鐵及矽鎢鐵
-其他：
7202.91--鈦鐵及矽鈦鐵
7202.92--釩鐵
7202.93--鈮鐵
7202.99--其他
合金鐵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c）。
合金鐵與生鐵不同之處在於所含鐵之比例較少，僅作為所佔比例較多之合金元素（例如錳、鉻、鎢、矽、硼
或鎳）之「溶劑」而已，其含碳量少於 2％。
合金鐵在正常情形下，姑不論其中具有若干可展性者，均不用於輾軋、鍛造或其他加工，至少不作工業上之
用。合金鐵在鋼鐵工業上，以一定之比例加入鋼或鑄鐵內作為合金元素，以期獲得特殊之品質，通常係在使用純
元素本身之確屬不切實際或不經濟時而用者。若干合金鐵亦作脫氧劑、脫硫劑或脫硝酸鹽劑或靜鋼處理之用，亦
有作熔合或金屬堆積法之用者。
某些合金鐵可直接供鑄造用。歸入本節之合金鐵必須為錠狀、塊狀，成堆或類似之初級形狀、顆粒狀或粉末
狀，或以連續鑄造法而得之形狀（例如小胚）。
矽鐵，係指球粒狀之粉末，經過特殊處理致其表面硬化，可供金屬礦重力分離（浮選）時當重介質（「紙漿
狀」）之用者，歸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同型產品事先轉變成粒狀或粉狀，然後加入水泥或其他黏合劑（亦有含放熱特性之添加物者）凝
結成磚塊、圓柱、薄板等形者。
雖有若干合金鐵（例如錳鐵及矽鐵）可在鼓風爐中產生，但以在電爐或在坩堝中以「鋁熱劑」方法等製造者
較多。
合金鐵之主要種類如下：
（1）錳鐵
（2）矽鐵
（3）矽錳鐵
（4）鉻鐵
（5）矽鉻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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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鎳鐵
（7）鉬鐵
（8）鎢鐵及矽鎢鐵
（9）鈦鐵及矽鈦鐵
（10）釩鐵
（11）鈮鐵
（12）矽鎂鐵及矽鈣鐵。

本節不包括：
（a）化學產品，諸如氧化鉬、鉬酸鈣及碳化矽，其用途及用法與合金鐵相同，以及含鐵重量少於 4％之矽化鈣及
矽化錳（第二十八章）。
（b）鈾鐵（第 28.44 節）。
（c）各種形狀之鈰鐵及其他引火合金（第 36.06 節）。
（d）在若干國家中，有時稱為鎳鐵或鎳鉻鐵之產品，具有可展性，且於鋼鐵冶金學中，一般不作「添加材料」
之用者（第 72.18 至 72.29 節或第七十五章）。

72.03-塊狀、顆粒狀或類似形狀由鐵礦砂直接還原所得之鐵產品及其他海綿鐵產品；塊 狀、顆
粒狀或類似形狀之鐵純度以重量計不低於 99.94％者。
7203.10-由鐵礦砂直接還原所得之鐵產品
7203.90-其他
本節包括由非熔合（見本章註解總則（Ⅰ）（B）項說明）礦砂還原之鐵產品。此類產品由礦砂製得者，成
塊狀或粒狀，或由精礦砂製得者，成磚狀或小球形。通常展性鐵含重量超過 80％及具海綿狀結構（海綿鐵）。此
類產品乃供製鋼之用。本節中之磚形或球狀物勿與第 26.01 節組成鐵精礦砂者混淆。
直接還原法產製之鐵產品與其他海綿狀鐵產品（由熔融之生鐵以技術化製得）之區別，在於前者具有粗糙且
多孔之表面，而後者有光滑表面，且明白地顯示出曾經歷熔融之狀態。
本節包括高純度鐵（即鐵之雜質含量不超過 0.06％者）。此類鐵係供研究室及若干鐵加工工業（例如，粉末
冶金）之用，為一良好之稀釋劑。
本節亦不包括鋼絲絨等，有時稱為「海綿鋼」（第 73.23 節）。

72.04-鐵屬廢料及碎屑；重熔用廢鋼鐵鑄錠。
7204.10-鑄鐵廢料及碎屑。
-合金鋼廢料及碎屑：
7204.21--不銹鋼者
7204.29--其他
7204.30-鍍錫鋼鐵之廢料及碎屑
-其他廢料及碎屑：
7204.41--車削屑、刨削屑、碎粒屑、銑削屑、鋸屑、銼屑、修剪及衝片廢料，不論已否紮
捆者
7204.49--其他
─ 1025 ─

Ch.72
7204.50-重熔用廢鑄錠
（A）廢料及碎屑
本節包括鋼鐵廢料及碎屑，如第十五類類註 8（a）所定義者。
此種鋼鐵廢料及碎屑，通常性質繁雜，可分為下列型式：
（1）鋼鐵機械加工或製造產生之廢料及碎屑（例如，截除之末端，銼屑及車削屑）。
（2）鋼鐵物品，由於破裂、切碎、磨損或其他原因以致不堪再使用者；鋼鐵廢料及碎屑通常以下列方法處理備
用，以適應使用者對大小與品質之要求。
（a）長重物件之剪切或火焰截割。
（b）壓縮成包狀，尤其是輕碎屑，例如使用液壓機壓縮。
（c）車體或其他輕質碎屑之斷片（碎片），接著分類（有磁性者）以獲取相當純淨之高比重產品。
（d）軋碎及結塊成磚形，其為鋼鐵之銼屑或車削屑者。
（e）老舊鐵物品之解體。
廢料及碎屑通常以供重熔法回收金屬及化學製造之用。
但本節不包括經修理或更新後，或不經修理或更新而能作其原始用途之製品，或能適合改作其他用途
之製品；亦不包括不經金屬之回收手續而能改製其他貨品者。因此本節不包括下列製品，諸如：更新破舊
零件後仍可作結構鋼製品之用者；舊破鐵軌可作坑道支柱之用者；或經重新軋製轉變為其他物品者；鋼銼
經潔淨及磨銳後能重新使用者。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事項：
（a）冶煉鋼鐵所產生之熔渣、浮渣、銹皮或其他廢料，縱使適合於金屬之回收者（第 26.19 節）。
（b）非直接可用於鋼鐵工業之廢料及碎屑，因其具有放射性者（第 28.44 節）。
（c）生鐵或鏡鐵之碎片（第 72.01 節）。

（B）重熔用廢鑄錠
此類產品之定義已在本章章註 1（g）中說明，包含有鑄錠或通常為長條狀之高合金鋼，係由細緻成型之廢料
或碎屑（例如，研磨粉塵或車削碎粒）之重熔和鑄造而得。此類物品未經輾軋且係供製鋼附加產品之用，且粗糙
不均勻之表面，有氣泡、裂縫、開裂及收縮孔，係因使用老舊冷模之鑄造使然。鑄成錠狀時並未使用漏斗，因此，
使得此類產品並無補澆冒口（鑄造冒口），而僅具不規則表面，有時在上端會有凹槽狀。
此表面經常有坑狀裂槽也常發現多孔狀之浮渣。

72.05-粒狀及粉狀之生鐵、鏡鐵、鋼鐵。
7205.10-粒狀
-粉狀：
7205.21--合金鋼者
7205.29--其他
（A）粒狀
粒狀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h）。
本節包括粒狀物，即小彈珠，略帶圓形者，及角狀「礫」。
鋼鐵粒係將液體鋼鐵傾入冷水或噴射蒸汽中而得；角礫則係將硬化金屬或薄片壓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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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物品，不論已否按大小分級均歸入本節。
鋼鐵粒及角粒，係供金屬之潔淨及去除鱗垢或表面硬化（球擊機）金屬，金屬或玻璃之磨光或雕刻，石料之
加工等之用。有時亦加入混凝土中作為硬化劑之用或增加混凝對Ｘ射線或伽瑪射線之不可穿透性。
本節包括將鋼鐵線割切而成之鋼鐵絲丸粒，其用途與上述者同。

（B）粉狀
粉狀之定義見第十五類類註 8（b）。
粉狀之生鐵、鏡鐵或鋼鐵，適合壓密或結塊之材料，係經由熔融鋼鐵之霧化、鐵礦砂之還原（乾法）、生鐵、
鏡鐵、鋼絲之壓碎、沈澱（濕法）、碳鋼之分解、鐵鹽類水溶液之電解或鋼鐵之研碎（包括銼屑粉末）等製得。
鋼鐵粉（包括海綿狀鐵粉）可燒結成各種物品，包括電話機、小型磁鐵發電機等之電磁線圈鐵心。亦可用於
產製造焊接電極及焊接粉，或用於化學工業（尤其作為還原劑），有時亦可用於配製藥品（以鐵銼屑而得之粉末）。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放射性鐵粉（同位素）（第 28.44 節）。
（b）第 30.03 或 30.04 節之鐵粉製成醫藥製劑者。
（c）合金鐵之顆粒或粉末（第 72.02 節）。
（d）廢鋼鐵銼屑及車削屑（第 72.04 節）。
（e）微有瑕疵之軸承用滾珠，雖常與鋼鐵粒（珠）作相同之用途，但按第八十四章章註 6 說明，應歸入第 73.26
節。此種軸承用滾珠與鋼鐵粒（珠）不同之處，在於其具有較規則及精細之外觀，且以品質較好之鋼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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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章
鐵及非合金鋼

總

則

本分章包括下列鐵製品或非合金鋼製品：
（1）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諸如攪煉棒、板樁、方塊，團塊者，包括熔融狀態之鋼（第 72.06 節）。
（2）半成品，諸如大坯、小坯、圓坯、板、片條，鍛造之粗略型成工件、角、形及型之毛坯（第 72.07 節）。
（3）扁軋製品（第 72.08 至 72.12 節）。
（4）繞成不規則捲盤狀之熱軋條及桿（第 72.13 節）及其他條及桿（第 72.14 或 72.15 節）。
（5）角、形及型（第 72.16 節）。
（6）線材（第 72.17 節）。

72.06-鐵及非合金鋼成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不包括第 72.03 節之鐵）。
7206.10-錠
7206.90-其他
（Ⅰ）錠
錠係鐵金屬以本章註解總則中之任一方法冶煉後，再經鑄造之初級產品，其橫斷面通常為正方形、長方形或
八角形，為便脫模，它的一端較另一端為厚。錠具有均勻及規則之表面，基本上無缺陷。
錠通常接著軋製或鍛造成半成品，但有時直接製成棒狀、片或其他成品。

（Ⅱ）其他初級形狀
除了熔融狀態之鋼外，本節尚包括方塊、團塊、攪煉棒及板樁。
方塊及團塊，主要由鐵礦砂直接還原或電解沈積「聚集塊」或「堆積塊」製得。當團塊去除大部分之熔渣後，
在漿狀狀態下，經壓機或「板蓋機」鎚打，再經軋製後即得攪煉棒及板樁，以含有熔渣之纖維結構為特徵。此類
製品應用於錨鏈及起重機用鉤等特殊用途。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重熔用廢鋼鐵鑄錠（第 72.04 節）。
（b）連續鑄造製品（第 72.07 節）。

72.07-鐵或非合金鋼之半製品。
-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 0.25％者：
7207.11--橫斷面為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寬度小於厚度二倍者
7207.12--其他，橫斷面為長方形（正方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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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7.19--其他
7207.20-以重量計含碳量 0.25％及以上者
半製品一詞見本章章註 1（ij），此註之目的，係使「經初步熱軋」適用於經過輾軋操作，而具粗糙外觀之製
品。
本節包括大坯、小坯、圓坯、扁坯、薄板坯、粗鍛件，角、形及型之毛坯及所有連續鑄造之產品。

（A）大坯、小坯、圓坯、扁坯及薄板坯
所有此類產品均由第 72.06 節之攪煉棒、板樁或錠塊經熱軋鍛造而得。此類產品，係半成品，以便進一步予
以熱軋或鍛造，因此不須準確地製成一定之尺寸；其邊緣並不精確，表面往往凹凸不平且可得留有製造過程中所
產生之記號（例如滾子記號）。
大坯之斷面通常為正方形，較小坯為大；後者可能為正方形或長方形。二者均可以再軋以製造棒條、桿、角、
形及型或用於鍛造品之製造。
圓坯之斷面為圓形或四邊以上之多邊形，主要供無縫鋼管製造時之中間製品之用。圓坯與棒條、桿之區別，
除了一般半成品之特徵外，圓坯通常長度在一至二米之間，且其截長常以噴燈切割，而棒條係另用他法，且其切
割較為準確。
扁坯及薄板坯之橫斷面亦為長方形（正方形除外），但其寬度遠較厚度為大，扁坯則較薄板坯為厚，因此扁
坯通常再軋製成板，而薄板坯一般用於製造片或扁條。馬口鐵薄板坯為薄板坯之一種，供製造馬口鐵之用。關於
扁坯及薄板坯以及若干板片之區別，見下開第 72.08 節之註解。

（B）粗鍛件
此類產品亦僅係半製品，外形粗糙而其容積之差距容許量較大，係以塊狀或錠塊之鋼鐵用強力錘或壓鍛製
成。此類產品，呈各種粗糙而可識別之形式，俾於製造最後之物品時不致浪費過多材料。但歸入本節之物件，須
以經鍛造、壓製或經車床旋削等大量進一步加工始可成形者。例如，本節包括之錠塊，經粗錘成扁平之鋸齒形態
後，尚需進一步成形為船用曲柄軸，但不包括曲柄軸鍛造品，立即可以作最終完工者。本節亦不包括在模型間鍛
造之落鎚鍛造品以及重力壓成者，因經此類動作產生之物件，已可以作最後之加工。

（C）角、形或型之毛坯
角、形或型之毛坯，其橫斷面呈複雜之形狀，俾配合最終成品及相關輾軋方法。本節包括寬幅凸緣樑或桁之
毛坯。

（D）連續鑄造之半製品
本目包括所有鐵或非合金鋼製之半成品，經由連續鑄造而得者。
在此法中，鋼係從分佈器之杓中供給不同之鑄流路，此流路包括：
（a）無底之鑄模，具有冷卻裝置者。
（b）鑄模外部為一用來冷卻鑄造金屬之水霧化系統。
（c）將固化之金屬規則拉出之一組輸送滾輪；及
（d）切斷機器系統，接著撒離裝置。
連續鑄造成品與其他成品之區別準則，參見本章註解總則第（Ⅲ）段。

72.08-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未經被覆、鍍面、塗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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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8.10-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經軋壓凸紋者
-其他，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經酸浸洗者：
7208.25--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
7208.26--厚度 3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08.27--厚度小於 3 公厘者
-其他，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08.36--厚度超過 10 公厘者
7208.37--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0 公厘者
7208.38--厚度 3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08.39--厚度小於 3 公厘者
7208.40-非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經軋壓凸紋者
-其他，非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08.51--厚度超過 10 公厘者
7208.52--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4.75 公厘者
7208.53--厚度 3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08.54--厚度小於 3 公厘者
7208.90-其他
扁軋產品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k）。
本節產品可能經歷下述之表面處理：
（1）去銹、酸洗、刮削及其他方法，其能去除金屬加熱時形成之氧化物鱗垢及銹皮者。
（2）簡單塗面以防銹或其他氧化作用，防止運輸時滑動及便利持握。例如，油漆含有抗銹顏料，如紅丹、鋅粉、
氧化鋅、鉻酸鋅、氧化鐵（鉛丹鐵、寶石丹鐵）者，及非著色塗料，以礦油、油脂、蠟、石蠟、石墨、焦
油或瀝青為基本成分者。
（3）拋光、壓光或類似之處理。
（4）人工氧化（以各種化學方法，諸如浸入氧化溶液），著古銅色處理、發藍（顯藍退火）、棕色發藍或青銅
色發藍（以各種技術），能在製品表面形成氧化膜，以改進其外觀。此項處理能提高製品之抗銹力。
（5）化學表面處理，諸如：
－磷酸鹽處理，係以酸式磷酸鹽金屬溶液浸浴製品，特別是錳、鐵及鋅者；此法亦稱為磷酸鹽護膜法或磷
酸鹽防銹處理，依其浸浴溫度及執行時間而定。
－草鹽酸處理、硼酸處理等，係使用之適當之鹽類或酸類，其方法與磷酸鹽之處理類似。
－鉻酸鹽處理，係以主要含有鉻酸或鉻酸鹽溶液浸浴製品。
此類化學表面處理有保護金屬表面之優點，便利製品後續之冷變形處理及油漆或其他非金屬保護塗料
之應用。
本節之扁軋產品，可能具有直接由輾軋時產品之凸紋，諸如槽狀、肋條狀、花格、淚斑形、鈕扣形、菱形，
或可能在軋製後進一步加工（例如穿孔、成波狀、邊緣切斜角或圓角），如不能因此而具有歸入其他節別之物品
特性者均屬之。
本節不包括經以金屬塗面、電鍍面或以金屬被覆或以非金屬材料如油漆、搪瓷或塑膠塗面之扁軋產品（第 72.10
節）。
本節亦不包括被覆貴金屬之扁軋產品（第七十一章）。
「波狀扁軋產品」，意指扁軋產品具有規則之波形起伏（例如正弦波）。為了分類起見，波形邊之寬度計算，
乃以波狀之有效寬度為準。但是，本節不包括具有角狀輪廓之加肋產品（例如正方形、三角形或梯形）（通常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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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第 72.16 節）。
本節亦包括正方形或長方形以外之任何尺寸與形狀之扁軋製品，如不具有歸入其他節物品特性者均屬之。
本節包括「寬幅捲盤」、「片」及「板」。
本節亦包括若干稱為「寬扁板」之產品（其中有被稱為「萬向板」者）。
本節之「寬扁板」乃長方形（正方形除外）橫斷面之產品，非捲盤狀，通過密閉盒，或以萬向軋機，經四面
軋製，厚度不小於 4 公厘，且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250 公厘者。
因此「寬扁板」較「寬幅捲盤」、「片」或「板」具有較直且更精製之側面及較尖銳之邊緣。寬扁板永不再
經滾軋，如用於結構鋼架等，其邊緣不必進一步以機器加以修飾。
「寬幅捲盤」、「板」及「片」，係以錠、扁坯及片條熱軋製而得，有時再經縱向或橫向切割。
「寬幅捲盤」可與「片」及「板」區別，因為「板」及「片」呈扁平狀，而「寬幅捲盤」乃呈捲盤狀，係以
扁平邊緣連續堆積層疊而成。
熱軋製「寬幅捲盤」可直接使用，如「片」及「板」，或轉變成其他產品，諸如「片」及「板」，焊合管、
型或角、形或型者。
「片」及「板」，主要用於建造船舶，鐵路、機車及車輛、槽、鍋爐、橋樑及其他需極強固之結構工程者。
若干「片」及「板」其尺度可與扁條及片條類似；但他們之間可從下列各點予以區別：
（1）片、板通常交互軋製（縱行及橫行），且有時為斜行軋製；而扁條及片條，僅為縱向粗軋製（在扁條或粗
軋工場內進行）。
（2）片、板之邊緣，通常裁切或以火焰切割而顯現剪割或火焰之痕跡；而扁條及片條則有圓滑之邊緣。
（3）片、板之厚度及表面缺點之公差率非常嚴格；而扁條及片條之厚度並不均勻且其表面呈現各種缺點。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點：
（a）鋼鐵製拉孔片（第 73.14 節）。
（b）第八十二章物品之毛坯。
。
。。

目註解：
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
7208.51、7208.52、7208.53 及 7208.54 目
除熱軋外，本目所屬產品亦可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1）熱矯平。
（2）退火、淬火、回火、表面硬化、氮化及類似熱處理以改良金屬之特性。
（3）第 72.08 節註解第二段（1）（2）項所敘述之表面處理（但內文另有規定者除外）。
去銹可能經由：
（a）酸洗或還原處理（化學或加熱過程），不論是否連同石灰乳處理（加灰）；
（b）機械去銹（刨平、粗研磨、粗砂磨、噴砂等）。
經機械去銹的產品通常皆有下述之特徵：
（i）刨平過之鋼板，其光亮表面上有著肉眼清晰可見及觸摸可感覺之粗糙持續平行之痕跡。
（ii）粗研磨或粗砂磨過之表面通常是凹凸不平且沒有光澤的。磨具所遺留之痕跡清晰可見。反之，
精細的磨光則產生極為平滑並富有光澤的表面，甚至能夠反射映像。常常看不見磨具加工之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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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章註解總則第（IV）（B）部分最末段所敘述之表面或輕度冷軋。
（5）以沖壓、衝孔、印刷等方式作簡單之銘記，諸如商標。
（6）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形狀。
（7）專為檢驗金屬裂縫而為之處理。

72.09-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未被覆、鍍面及塗面者
（＋）。
-捲盤狀，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09.15--厚度 3 公厘及以上者
7209.16--厚度超過 1 公厘，但小於 3 公厘者
7209.17--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 公厘者
7209.18--厚度小於 0.5 公厘者
-非捲盤狀，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09.25--厚度 3 公厘及以上者
7209.26--厚度超過 1 公厘，但小於 3 公厘者
7209.27--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 公厘者
7209.28--厚度小於 0.5 公厘者
7209.90-其他
第 72.08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由於此類產品性質特殊（表面處理較佳、冷型成材質較佳、公差較嚴密，通常可減小厚度、機械強度較高等），
本節之產品用途通常與其同型熱軋產品不同，但有逐漸取代的趨向。此類冷軋產品特別是使用於汽車車體之製
造、金屬家具、家庭用品、中央暖氣散熱器等之製造，以及供冷作程序（型成或形成）產製角、形成型之用。此
類產品易於塗面（鍍錫、電鍍、清漆、搪瓷、上快乾漆、油漆、以塑膠塗面等）。
此類產品通常經退火、正常化或其他熱處理後才上市。姑不論此類產品是否已成捲，若其非常薄（通常小於
0.5 公厘），且表面經過酸洗而適合鍍錫、上漆或印刷時，有時被稱為「黑鐵皮」。
。
。。

目註解：
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2.18、7209.25、7209.26、7209.27 及 7209.28 目
除冷軋外本目所屬產品亦可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1）矯平。
（2）退火、淬火、回火、表面硬化、氮化及類似熱處理以改良金屬之特性。
（3）浸洗。
（4）第 72.08 節註解第二段（2）項所敘述之表面處理。
（5）以沖壓、衝孔、印刷等方式作簡單之銘記，諸如商標。
（6）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形狀。
（7）專為檢驗金屬裂縫而為之處理。

72.10-經被覆、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含）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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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或塗錫者：
7210.11--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者
7210.12--厚度小於 0.5 公厘者
7210.20-鍍或塗鉛者，包括鍍鉛鍚鋼鐵板片
7210.30-電解法鍍或塗鋅者
-其他方法鍍或塗鋅者：
7210.41--波浪化者
7210.49--其他
7210.50-鍍或塗氧化鉻或鉻及氧化鉻混合
-鍍或塗鋁者：
7210.61--鍍或塗鋁鋅合金者
7210.69--其他
7210.70-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者
7210.90-其他
本節包括與第 72.08 或 72.09 節同一種類之產品，但歸入本節者必須已經被覆、鍍面或塗面者。
本節所稱「被覆、鍍面或塗面」，其產品之處理方法見本章註解總則(IV)（C）（2）部分第（d）（iv）、（v）
項及第（e）項。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被覆貴金屬之扁平製品（第七十一章）。
（b）歸入第 83.10 節之物品。
。
。。

目註解：
第 72.10 節各目產品經一種以上之塗面、鍍面或被覆者，依其最後之過程歸類。但化學表面處理，諸如鉻酸
鹽處理，並不視為最後過程。

第 7210.30、7210.41 及 7210.49 目
第 7210.30 目之產品係經第七十二章註解總則（Ⅳ）（C）（2）（d）（iv）部分第二段所敘述之加工，而第
7210.41 及 7210.49 目之產品則係經該註解（Ⅳ）（C）（2）（d）（iv）部分之其他各種加工處理。
以電解法鍍或塗鋅之產品與以其他方法鍍或塗鋅產品區別之程序如下：
－首先以目觀察或顯微觀察檢查產品鋅（結晶）花之狀態或其他方面。
－若檢出有鋅花，則其為熱浸法塗鋅產品，若放大 50 倍仍無法檢出有鋅花，則此塗面須加以化學分析。
－若分析檢出含有鋁，或鉛含量超過 0.5％，則此產品為熱浸法塗鋅產品，反之，則為電解法塗鋅產品。

72.11-未經被覆、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1.13--四面經軋製或通過密閉盒軋製，寬度超過 150 公厘，厚度不小於 4 公厘，非捲盤
狀及未經壓軋凸紋者
7211.14--其他，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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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19--其他
-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1.23--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 0.25％者
7211.29--其他
7211.90-其他
本節包括與第 72.08 或 72.09 節同一種類之產品，但歸入本節，其寬度必須小於 600 公厘。
第 72.08 及 72.09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除有關寬度規定者外，適用本節之產品（也見本章註解總則）
。
本節產品包括「寬扁板」「萬向板」，其寬度超過 150 公厘，但小於 600 公厘者，及箍、帶條。
箍及帶條通常係用 72.07 節之半成品再經熱軋製而成，且可再經冷軋獲得更薄及品質更佳之成品；帶條亦可
以第 72.08 或 72.09 節之有縫「寬幅捲盤」、「片」或「板」製成。
本節產品可經加工（如波浪化、加肋、成格子形、壓花，其邊緣成斜角或圓角形），但以不因此取得歸入其
他節之產品特性者為限。
此類產品之用途甚多，如：箍箱、桶或其他容器；作為馬口鐵板之基底；製造焊接管、工具（如鋸片）、冷
型成角、形或型、輸送帶、機械帶，在汽車工業上及其他物品之產製（用壓印、摺疊等方法）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供作圍籬材料用之鋼鐵製旋絞箍（第 73.13 節）。
（b）一邊呈鋸齒狀或斜角之波紋扁條，即用於組合木製零件之長條波紋釘（第 73.17 節）。
（c）第八十二章物品之毛坯（包括扁條狀之刮鬍刀片毛坯）。
。
。。

目註解：
第 7211.13、7211.14 及 7211.19 目
詳見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7208.51、7208.52、
7208.53 及 7208.54 目註解。

第 7211.23 及 7211.29 目
詳見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18、7209.25、7209.26、7209.27 及 7209.28 目註解。

72.12-經被覆、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7212.10-鍍或塗錫者
7212.20-電解法鍍或塗鋅者
7212.30-其他方法鍍或塗鋅者
7212.40-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者
7212.50-其他方法鍍或塗面者
7212.60-經被覆者
本節包括與第 72.10 節同一種類之產品，但歸入本節，其寬度必小於 600 公厘。
本節不包括絕緣電扁條（第 85.44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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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詳見第 72.10 節關於產品經一種以上塗面、鍍面或被覆之目註解。

第 7212.20 及 7212.30 目
詳見第 7210.30、7210.41 及 7210.49 目註解。

72.13-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者。
7213.10-含壓痕、加肋形、溝槽形或其他軋製過程時變形者
7213.20-其他，快削鋼製者
-其他：
7213.91--圓橫斷面直徑小於 14 公厘者
7213.99--其他
熱軋之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者，其定義見本章章註 1（l）。
此類產品（亦稱為拉絲條）主要供抽製線（第 72.17 節）之用，但亦有供其他用途者，特別在建築工作、螺
帽及螺栓工業、冷抽製工業等，以及供焊條製造之用。
本節亦包括增強混凝土用之條及桿；此類產品軋製有凸紋或壓痕（例如齒狀、溝槽形、凸緣），但以其一般
橫斷面形狀符合本章章註 1（ｌ）所述之一者為限。此類凸紋或壓痕之設計，係須在增進與混凝土等之黏合作用。
本節不包括矯成直線狀且剪切成段之條及桿（第 72.14 節）。

72.14-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經鍛造、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但包括熱軋
後再旋扭者。
7214.10-鍛造者
7214.20-含壓痕、加肋形、溝槽形或其他軋製過程時之變形或軋製後再絞扭者
7214.30-其他，快削鋼製者
-其他：
7214.91--橫斷面為長方形（正方形除外）者
7214.99--其他
其他條及桿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m）。
本節之條及桿，通常係以大坯、小坯、攪煉棒或板樁，經熱滾軋或鍛造而成；有時亦有熱抽、熱擠法製成者。
一般言之，條及桿由於下列理由可與其他軋製、鍛造或抽拉而成之產品予以區別。
（1）條及桿之外形較攪煉棒（第 72.06 節）、大坯、小坯、圓坯及薄板坯（第 72.07 節）之外形更精確且更精細。
其橫斷面均勻一致，若為正方形或長方形者則具尖銳之邊緣。
（2）條及桿之厚度與寬度之比例較第 72.08 或 72.11 節之物品者為大。
本節之條及桿主要呈直長條狀或綁成綑者。
本節之產品可經過下列之表面處理：
（1）去銹、酸洗、刮削及其他方法，而能去除加熱金屬時形成之氧化物鱗垢及銹皮者。
（2）簡單塗面以防銹或其他氧化作用，防止運輸時滑動及便利持握，例如，以含有抗銹顏料(如紅丹、鋅粉、氧
化鋅、鉻酸鋅、氧化鐵鉛丹鐵、寶石丹鐵）之油漆塗面者，及以礦油、油脂、蠟、石蠟、石墨、焦油或瀝
青為基本成分之非顏料塗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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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出小部分金屬供試驗用。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條及桿經軋製有凸紋或壓痕（例如齒狀、溝槽狀、凸緣狀），如其一般橫斷面形態符合本章章註 1（m）項
所述之幾何形態中之任何一種者。此項凸紋或壓痕之設計，僅為增進與混凝土等之黏合作用。
（2）條及桿經軋製後可加扭轉，如某些條以二條或多條縱行凸緣滾軋，扭轉而成螺旋形式（鋼「扭桿」）；以
及
（3）條及桿之穿有一孔以便利搬運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以兩條（含）以上之軋製條桿絞合在一起之製品（第 73.08 節）。
（b）由條及桿切成小片段，其長度不超過其最大橫斷面尺寸者（第 73.26 節）。

72.15-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
7215.10-快削鋼製，冷成形或冷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5.50-其他，冷成形或冷光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5.90-其他
本節包括不歸入第 72.13 或 72.14 節之其他條及桿。
本節之條或桿可能為：
（1）由冷成形或冷光製得者，即冷通過一個（含）以上之抽模（冷抽製條桿）或經過研磨或車削過程（磨製或
車製成適合的尺寸之條桿）。
（2）經加工（諸如鑽孔或尺寸矯正，或更進一步表面處理而非第 72.14 節產品所允許者，諸如鍍面、塗面或被覆
（見本章註解總則（IV）（C）），如其不因此而具有歸入其他節物品之特性者均屬之。
冷成形或冷光製條及桿，呈直長狀，因此可與第 72.17 節成捲之線加以區別。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其他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經熱軋後再加以旋扭者（第 72.14 節）。
（b）空心鑽條及桿（第 72.28 節）。
（c）以二條（含）以上之軋製條桿絞合在一起而成之製品（73.08 節）。
（d）尖頭之鋼鐵條及桿（第 73.26 節）。
。
。。

目註解：
第 7215.10 及 7215.50 目
除冷成形或冷光製外，本目所屬產品亦可能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1）矯直。
（2）第 72.08 節註解第二段（2）項所敘述之表面處理。
（3）以沖壓、衝孔、印刷等方式作簡單之銘記，諸如商標。
（4）專為檢驗金屬裂縫而為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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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6-鐵或非合金鋼製角、形及型（＋）。
7216.10-Ｕ型、Ｉ型或Ｈ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小於 80 公厘者
-Ｌ型或Ｔ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小於 80 公厘者：
7216.21--Ｌ型
7216.22--Ｔ型
-Ｕ型、Ｉ型或Ｈ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 80 公厘及上者：
7216.31--Ｕ型
7216.32--Ｉ型
7216.33--Ｈ型
7216.40-Ｌ型或Ｔ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 80 公厘及以上者
7216.50-其他角、形及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角、形及型，冷成形或冷光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6.61--扁軋製品製者
7216.69--其他
-其他：
7216.91--扁軋製品冷成形或冷光製者
7216.99--其他
角、形及型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n）。
歸入本節最普通之型鋼鐵，係Ｈ、Ｉ、Ｔ、Ω、Ｚ及Ｕ型（包括槽型）；以及鈍角、銳角及直角形（Ｌ）者。
其角可能為長方形或圓形，其突出緣可能相等或不相等，其邊可能成球形或非球形（球形角或船用樑）。
角、形及型，一般係以大坯或小坯經熱軋、熱抽熱擠或熱鍛造而成。
本節包括冷成形或冷光製（冷抽等）之物品及由滾軋型機器型成，或由片、板、帶條在壓機上型成之角、形
及型。所謂加「加肋片及板」具有角形剖面者亦歸入本節。
歸屬本節之產品，有經加工諸如鑽、衝孔或扭轉；或經表面處理，諸如塗面、鍍面或被覆者，見本章註解總
則（IV）（C）項，如不因此而具有歸入其他節物品之特性者，則歸入本節。
較重之角、形及型（例如桁、樑、柱及托樑），係用以建造橋樑、建築物、船舶等；較輕者，則用作製造農
具、機器、汽車、圓柵、家具、滑門或帳幕之軌道，傘骨及無數其他製品之用。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焊接角、形及型及板樁（第 73.01 節），及鐵道或電車道建軌用材料（第 73.02 節）。
（b）已製作備結構物用之物品（第 73.08 節）。
。
。。

目註解：
第 7216.10、7216.21、7216.22、7216.31、7216.32、7216.33 及 7216.40 目
為了Ｕ、Ｉ、Ｈ、Ｌ或Ｔ各型之分類，高度之計算如Ｔ所述：
－Ｕ型，Ｉ或Ｈ：兩平行平面最外表面之距離。
－Ｌ型：最大外邊之高度。
－Ｔ型：型面之總高度。
Ｉ型（窄幅或中幅凸緣），係凸緣之寬度不超過型高之 0.66 倍且小於 300 公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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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216.10、7216.21、7216.22、7216.31、7216.32、7216.33、7216.40 及 7216.50 目
第 72.14 節註解有關表面處理之規定，亦適用於本目所屬產品。

第 7216.61 及 7216.69 目
詳見第 7215.10 及 7215.50 目註解。

72.17-鐵或非合金鋼製線（＋）。
7217.10-未經鍍面或塗面，不論是否拋光製者
7217.20-鍍或塗鋅者
7217.30-鍍或塗其他卑金屬者
7217.90-其他
本節所稱之線其定義見本章章註 1.（o）。
線大都係以第 72.13 節熱軋之條及桿經拉模抽製而成，但亦有採用其他冷形成過程製得者（例如冷軋），線
通常係呈捲盤（具同心螺旋或非同心螺旋，有或無捲繞芯子）狀存在。
線經加工（如以皺摺）而不因此而具有歸屬於其他節物品之特性者，仍歸入本節。
線外層包有如紡織品之類材料，但以鋼鐵蕊為重要材料而其他材料僅被覆用者（如製造帽架「女帽鋼絲」及
人造花及髮捲器用之鋼鐵線）亦歸入本節。
線之用途甚廣，例如製造圍籬材料、金屬紗綱、編網、釘、繩索、大頭釘、針、工具及彈簧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攙金屬之紗（第 56.05 節），以金屬線加強之撚線或索（第 56.07 節）。
（b）歸屬第 73.12 節之絞股線、索、纜及類似品。
（c）有刺鐵線；旋絞扁平單線（帶刺與否）供圍籬用者（第 73.13 節）。
（d）「雙併」金屬線，供製造紡織機綜絲之用，係將二股鋼絲索於抽拉後焊接一起而成，線之一端或兩端經旋
扭成小圈或箍以備束縛之用（第 73.26 節）。
（e）經焊劑塗面之電焊用電極等（第 83.11 節）。
（f）作為針布（全鋼針布）用之鋸齒狀鋼線（第 84.48 節）。
（g）絕緣電線（包括漆包線）（第 85.44 節）。
（h）樂器用弦（第 92.09 節）。
。
。。

目註解：
詳見第 72.10 節關於產品經一種以上塗面、鍍面或被覆之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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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章
不銹鋼

總

則

耐熱鋼、抗潛變鋼及任何符合本章章註 1（e）所載標準之其他鋼，皆歸屬不銹鋼。
不銹鋼由於具有高抗腐蝕性，用途非常廣泛，例如，消音器、觸煤轉換器或變壓器箱的製造。
本分章包括不銹鋼，其型式為在第 72.18 至 72.23 節所述者。

72.18-不銹鋼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不銹鋼半製品。
7218.10-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者
-其他：
7218.91--橫斷面為長方形（正方形除外）者
7218.99--其他
第 72.06 及 72.07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72.19-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9.11--厚度超過 10 公厘者
7219.12--厚度超過 4.7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0 公厘者
7219.13--厚度 3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19.14--厚度小於 3 公厘者
-非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9.21--厚度超過 10 公厘者
7219.22--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但不超過 10 公厘者
7219.23--厚度 3 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19.24--厚度小於 3 公厘者
-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19.31--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者
7219.32--厚度 3 公厘及以上，但小於 4.75 公厘者
7219.33--厚度超過 1 公厘但小於 3 公厘者
7219.34--厚度 0.5 公厘及以上者但不超過 1 公厘者
7219.35--厚度小於 0.5 公厘者
7219.90-其他
第 72.08 至 72.10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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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7219.11、7219.12、7219.13、7219.14、7219.21、7219.22、7219.23 及 7219.24 目
詳見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7208.51、7208.52、
7208.53 及 7208.54 目註解。

第 7219.31、7219.32、7219.33、7219.34 及 7219.35 目
詳見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18、7209.25、7209.26、7209.27、及 7209.28 目註解。

72.20-不銹鋼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0.11--厚度 4.75 公厘及以上者
7220.12--厚度小於 4.75 公厘者
7220.20-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0.90-其他
第 72.11 或 72.12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
。。

目註解：
第 7220.11 及 7220.12 目
詳見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7208.51、7208.52、
7208.53 及 7208.54 目註解。

第 7220.20 目
詳見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18、7209.25、7209.26、7209.27 及 7209.28 目註解。

72.21-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第 72.13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72.22-其他不銹鋼條及桿；不銹鋼製角、形及型（＋）。
-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2.11--圓橫斷面者
7222.19--其他
7222.20-條及桿、冷成形或冷處理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2.30-其他條及桿
7222.40-角、形及型
第 72.14 至 72.16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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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7222.20 目
詳見第 7215.10 及 7215.50 目註解。

72.23-不銹鋼線。
第 72.17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本節不包括極細之外科縫合用無菌不銹鋼線（第 30.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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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章
其他合金鋼；合金或非合金鋼製空心鑽條及桿

總

則

其他合金鋼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f），空心鑽條及桿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1（p）。
本分章包括合金鋼，不銹鋼除外、為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半製品（例如：大坯、小坯、圓坯、薄板坯、粗
鍛件）、扁軋製品，而不論是否成捲（所謂寬幅板、寬幅捲盤、片、板或扁條）、條及桿、角、形或型、或線。
所有此類產品均可加工，但以不因此具有其他節之產品或物品之特性者為限（見第 72.06 至 72.17 節註解）。
其他合金鋼中最常見之金屬為錳、鎳、鉻、鎢、鉬、釩及鈷；最常見之非金屬添加物為矽。此類合金材料賦
予鋼以特殊之性能，例如，抗震動及耐磨損（如錳鋼）；增進電屬性能（矽鋼）；改進硬度（如釩鋼）；或增加
切割速度（鎢鉻鋼）。
其他合金鋼可作多種需要具有特殊性能之用途（例如耐久性、增加硬度、強韌性、強度），例如用於軍備、
工具和利口器、以及機器。
本分章之合金鋼包括下列各項：
（1）工程及結構合金鋼通常含有下列元素：鉻、錳、鉬、鎢、矽及釩。
（2）合金鋼，具改良之張力強度及焊合性質者特別含有極少量之硼（以重量計 0.0008％及以上）或鈮（以重量計
0.06％及以上）。
（3）合金鋼，含鉻或銅者，為耐天候之合金鋼。
（4）稱為「磁性」片（具有低漏磁性）之合金鋼通常含有 3％至 4％之矽，惟亦可能含鋁。
（5）易削合金鋼，不僅符合章註 1（f）之規定，且至少含有以下元素之一者：鉛、硫、硒、蹄、或鉍。
（6）軸承合金鋼（通常含有鉻）。
（7）矽錳合金彈簧鋼（含有錳、矽及可能有或鉬或鉻）及其他彈簧用合金鋼。
（8）非磁合金鋼，抗震及抗磨者，含有多量之錳。
（9）高速鋼：鉬、鎢、釩三種元素至少含二種，其合併含量以重量計為 7％（含）以上，且含碳量在 0.6％（含）
以上以及含鉻量在 3％至 6％，不論是否含其他元素之合金鋼。
（10）非畸變工具鋼：以重量計，通常含鉻量在 12％（含）以上以及含碳量在 2％（含）以上。
（11）其他合金工具鋼。
（12）永久磁性鋼，含鋁、鎳及鈷。
（13）非磁合金鋼以錳或鎳含量為特徵者，歸入第三分章者除外。
（14）核反應控制桿用鋼（具高含硼量）。
本分章亦包括合金鋼或非合金鋼製之空心鑽條及桿（第 72.28 節）。

72.24-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之其他合金鋼；其他合金鋼半製品。
7224.10-鑄錠或其他初級形狀
7224.90-其他
第 72.06 及 72.07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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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5-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 600 公厘及以上者（＋）。
-電氣矽鋼者：
7225.11--晶狀具有方向性者
7225.19--其他
7225.30-其他，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5.40-其他，非捲盤狀，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5.50-其他，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其他：
7225.91--電解法鍍或塗鋅者
7225.92--其他方法鍍或鋅者
7225.99--其他
第 72.08 及 72.10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
。。

目註解：
第 7225.30 及 7225.40 目
詳見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7208.51、7208.52、
7208.53 及 7208.54 目註解。

第 7225.50 目
詳見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18、7209.25、7209.26、7209.27 及 7209.28 目註解。

第 7225.91 及 7225.92 目
詳見第 7210.30、7210.41 及 7210.49 目註解。

72.26-其他合金鋼之扁軋製品，寬度小於 600 公厘者（＋）。
-電氣矽鋼者：
7226.11--晶狀具有方向性者
7226.19--其他
7226.20-高速鋼者
-其他：
7226.91--熱軋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6.92--冷軋（冷延）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6.99--其他
第 72.11 及 72.12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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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7226.91 目
詳見第 7208.10、7208.25、7208.26、7208.27、7208.36、7208.37、7208.38、7208.39、7208.40、7208.51、7208.52、
7208.53 及 7208.54 目註解。

第 7226.92 目
詳見第 7209.15、7209.16、7209.17、7209.18、7209.25、7209.26、7209.27 及 7209.28 目註解。

72.27-熱軋之其他合金鋼製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7227.10-高速鋼者
7227.20-矽錳鋼者
7227.90-其他
第 72.13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72.28-其他合金鋼製之其他條及桿；其他合金鋼製之角、形及型；合金鋼或非合金鋼製之空心
鑽條及桿（＋）。
7228.10-高速鋼條及桿
7228.20-矽錳鋼條及桿
7228.30-其他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8.40-其他條及桿，鍛造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8.50-其他條及桿，冷成形或冷光製後未進一步加工者
7228.60-其他條及桿
7228.70-角、形及型
7228.80-空心鑽條及桿
（A）其他條及桿；角、形及型
第 72.14 至 72.16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B）空心鑽條及桿
空心鑽條及桿，見本章章註 1（P）項中說明。此類製品亦稱為鑽孔鋼。
鑽孔鋼係將合金或非合金鋼製之小坯穿孔後再經軋製而成，其一般橫斷面為圓形、六角形、八角形或四等分
八角形（方形之四角截去者）。此鋼可再切成短塊，以製造歸屬第 82.07 節之鑽孔錐；當鑽孔鋼在相當距離鑽孔
時，亦可拉長至 5 至 6 公尺之長度，作為動力傳送之用。沿鑽孔鋼之空心可將液體傳送至切口處，作為潤滑及減
少塵土之散佈等用途。
。
。。

目註解：
第 7228.50 目
詳見第 7215.10 及 7215.50 目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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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9-其他合金鋼製之線材。
7229.20-矽錳鋼者
7229.90-其他
第 72.17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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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稱「鑄鐵」適用於經鑄造所得之產品，其含量以重量計，鐵重高於其他任一元素，且不符合第七十二
章註 1（d）規定鋼之化學成分者。
2.－本章所稱「線」其意指任何橫斷面尺寸均不超過 16 公厘之熱或冷成形之製品。

總

則

本章包括第 73.01 至 73.24 節之若干項特殊製品，以及不包括在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或本分類其他各章之第
73.25 與 73.26 節之鋼鐵製品（包括本章章註 1 所稱之鑄鐵）。
本章所稱之「管」及「空心型」之涵義如下：
（1）管
同心之空心產品具有內外相同形狀之表面，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僅有一中空者。鋼管橫斷面主要有
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此外，亦包括有等邊三角形及其他正凸多邊形橫斷面。圓形除外
之橫斷面製品，全長具有圓角，以及具鍛粗端之管者，皆可視為管製品。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包
括捲盤狀管）、切螺紋或聯接與否、鑽孔、成細腰形、擴口、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管箍或圓環。
（2）空心型
不符合上開定義之空心製品，且主要為其內外表面之形狀並非一致。
第七十二章之註解總則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章。

73.01-不論是否鑽孔、衝孔或以元件組成之鋼板樁；經焊接之鋼鐵角、形及型。
7301.10-板樁
7301.20-角、形及型
板樁之型，係經由輾軋、拉、壓、壓摺或在滾子機器上形成；或經由軋製零件之組合而成。（例如鉚接、熔
接、皺縮）。此類型可藉簡便之互鎖彼此裝配，或與鄰接之型鋼並聯。因此，上述兩種板樁至少在其縱長方向上
有聯接裝置（例如槽溝、凸緣、互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角板樁或角件之型，為了形成角隅，故不論使用摺疊或全長切割之型，部分型可經由鉚接或焊接而形成角。
（2）做為隔間牆用之具有三或四臂之聯結板樁型。
（3）聯接板樁型，藉其形狀，可聯接不同形式之板樁。
（4）板樁管及柱，藉打入地面互相連接而成，不需強力之互鎖。板樁管呈波浪形，板樁柱係由兩種型彼此熔接
而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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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焊接之空心型材（第 73.06 節）。
（b）已裝配成樁之板樁，這種樁無「連鎖裝置」，致無法在外部連接者（第 73.08 節）。

73.02-鐵道及電車道建軌鋼鐵材料：軌、護軌、齒軌、道岔尖軌、轍叉、尖軌拉桿及其他叉道
段件、枕鐵、軌枕、魚尾板、軌座、軌座楔、底板、軌夾、座板、繫桿以及其他連接或
固定鐵軌之專用材料。
7302.10-軌
7302.30-道岔尖軌、轍叉、尖軌拉桿及其他叉道段件。
7302.40-魚尾板及底板
7302.90-其他
本節包括鐵道及電車道建軌鋼鐵材料，不論係正常軌距或窄軌距者。
（1）鐵道及電車道建軌係熱軋製之產品。本節包括成各種長度者，牛頭形軌、凸緣軌（平底軌），鑿有榫穴之
電車用軌、電車用溝槽軌及導電軌等亦在內。
本節包括所有日常用於鐵道及電車道之各種型態之軌道，不論係作何種用途者（高架運輸、可移動之
起重機等）；但不包括軌道之非作鐵道或電車軌用之型態者（如滑門軌及升降機軌）。
護軌，亦稱防護或安全軌，係固定於正軌上防車輛於交叉及彎道處出軌之用。
齒軌係在坡度陡處所用之軌道。其中型態之一，係由二條長而平行之鋼條所組成，兩鋼條則以間隔緊
密之橫桿連接；橫桿之間隔，係設計供機車底下鈍齒輪與之嚙合之用。第二種型態，包括有齒之軌，係同
樣地啣接鈍齒輪之用。
所有上述目之軌道，得為直線形、彎曲形或鑽有螺栓用之孔者。
（2）道岔尖軌、轍叉、尖軌拉桿及其他叉道段件，其為通過鑄造或其他方法製得，用於鐵路之聯軌點或交叉點。
（3）鋼鐵「枕」（軌枕），係支持軌道，保持其平行之用。通常係在軋製後經壓製成最後之形狀，但亦有若干
元件熔接或鉚接而成者。通常其橫斷面為Ｕ形或短腳之Ω形，不論是否鑽孔、衝孔、挖槽或裝配有軌座或
底板，或整個軌條結件架。
（4）魚尾板為各種不同形狀之熱軋、鍛、或鑄製品（扁形、肩形、角形等）供連接軌道之用，不論鑽孔、衝孔
與否，均歸入本節。
（5）軌座（通常為鑄鐵製）係供固定牛頭客形軌於鐵枕之用。
軌座楔係固定軌於軌座上之用。
底板係用以固定平底軌於枕木。底板保護枕木且其本身亦藉著夾、螺栓、車用螺釘、大釘固定於枕木
上，若為鋼製者則用熔接固著。
軌夾亦為固定平底軌於枕木上之用，沿軌之平底夾住，且其本身亦栓於枕木上。
本節亦包括剛性固定軌之裝置，由鋼條彎成近似Ｌ型，其最短之一邊，壓於軌道之凸緣，而其最長之
一邊，其末端稍微打平但不尖銳，固定於枕木上事先所鑽之孔內。
另外，彈性固定鐵軌之裝置亦歸入本節。其由彈簧鋼製造，夾軌於枕木或底板上。鉗夾之力係由結件
之幾何變形所產生。墊片或絕緣裝置，通常為橡膠或塑膠，置於結件與軌或結件與枕木之間。
（6）座板及固定鐵軌於平行之位置之繫桿。
若干特殊之間隔繫桿及角條係設計供栓住眾多連續枕木之用；因此固定於枕木上成直角，以防軌道於
若干處變形（或「潛變」）。
（7）其他軌道專用錨係繫或夾於軌上所發生縱向潛變之處的裝置，能防止枕木或底板發生縱向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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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固定建築軌道材料用之螺釘、螺栓、螺帽、鉚釘及狗頭釘（第 73.17 及 73.18 節）。
（b）合成之軌道、轉車台、平台緩衝器、及負荷規（第 86.08 節）。

73.03-鑄鐵管及空心型。
本節適用於鑄鐵所製之管及空心型材，其定義如本章章註 1 所述。
鑄鐵管可於鑄模中或以離心鑄造法製造；如係後者，熔解之鐵傾入快旋轉之水平圓筒內，因此金屬被強制地
離心衝向管壁而於該處凝固。
此類管及空心型材，可能為直線形或彎曲形、簡單形、鰭形或鰓形，亦可有承口，整體凸緣或焊裝凸緣或加
螺紋者，俾便利裝配。有承口之管其一端擴大，以便承受第二管之端。凸緣管可以管箍、螺帽、螺栓、夾子等裝
配，而螺紋形管或簡單形管則以管套節及圈環或管箍裝配。
本節亦包括具有多孔或枝孔之管及空心型材以及有被覆者，例如以鋅、塑膠或瀝青被覆。
本節所稱之管大部分供導水及排水之壓力或重力管路之用，或供分送低壓氣體、排水溝或排水管或排水裝置
之用。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管之配件（第 73.07 節）。
（b）管及空心型材已製成可識別為製成品之零件者，此項物品應歸入製成品有關之節，例如中央暖氣散熱器（第
73.22 節）及機器零件（第十六類）。

73.04-鋼鐵製（鑄鐵除外）無縫管及空心型（＋）。
-油、氣管線用管：
7304.11--不銹鋼者
7304.19--其他
-鑽探油或氣所用之套管、導管及鑽管：
7304.22--不銹鋼鑽管
7304.23--其他鑽管
7304.24--其他，不銹鋼者
7304.29--其他
-其他，鐵或非合金鋼圓橫斷面管：
7304.31--冷抽或冷軋（冷延）者
7304.39--其他
-其他，不銹鋼圓橫斷面管：
7304.41--冷抽或冷軋（冷延）者
7304.49--其他
-其他，其他合金鋼圓橫斷面管：
7304.51--冷抽或冷軋（冷延）者
7304.59--其他
7304.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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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管及空心型材其製造過程有下列數種方法：
（A）半製品之熱軋，其半製品可為輕軋及去皮之錠、小坯，或經由軋製或連續鑄造而得之圓錠。
此項製造程序包括：
（1）穿孔，在交叉式輥軋機（曼尼斯曼（Mannesmann）法），圓盤形軋機或圓錐型穿孔機中進行，此種方
法可得較短而管壁及外徑較大之空心粗坯。
（2）熱軋，在心軸或孔塞。
－在互成傾斜之三軸輥拉伸器（耶斜（Assel）或傳式佛（Transval））上進行，此主要為製造軸承管，
或具有導盤之二軸輥拉伸器（Diescher 法）或三斜行星拉伸器或；
－在「連續式管軋機」上進行，其為在「自由浮動」或「半浮動」制止心軸上有不同組合之軸輥（Neuval
或 Dalmine 法）或；
－在皮而格（Pilger）軋機，或；
－在司底佛（Stiefel）軋機，或；
－在推進檯上進行，將坯料推入一系列之輥筒，或；
－在拉伸延長機上進行。其所得之鑄鐵為管之成品。
（B）熱擠，用玻璃（Ugine-Sejournet 法）或其他潤滑劑，將圓坯在壓機上擠製。此種方法事實上包括下列幾項操
作：穿孔、或經膨脹，以及擠。
上述之操作，可依下列不同完工操作進行：
－熱光製：重熱後之粗坯經由定徑軋機或拉伸機，最後再以軋直機處理，或
－冷光製：在心軸上，經工作檯上冷抽或以皮而格機冷軋（冷延）（Mannesmann 或 Megavel 法）。此些操
作乃以熱軋或擠製管為粗坯，如此不但有機會獲取較薄管壁之管（注意：Transval 法可直接製得管壁厚度
減小之管），或較小直徑之管，而且可獲取管徑或管壁厚度或裕度要求較嚴格之管。冷作法亦包括搪光
及輥子壓光，得以獲取所要求的光滑表面（低粗糙度之管）。例如氣壓型千斤頂用管或液壓缸。
（C）鑄造或離心鑄造法。
（D）以圓盤鋼鐵在型模上深抽引，接著再熱抽。
（E）鍛造。
（F）機械桿，以經由冷抽引或冷軋操作者（不包括第 72.28 節之空心鑽桿）。
有關管與空心型之區別，參見本章註解總則。
*
* *

本節之製品可予被覆，例如，以塑膠或玻璃棉與瀝青之混合被覆。
本節亦包括鰭形或鰓形管及空心型材，諸如整個鰭形或鰓狀之管，具縱向或橫向凸片者。
本節之製品包括油、氣管線用管，鑽採油、氣用之套管、管、鑽採管、鍋爐、過熱器、熱交換器、凝結器、
精煉爐、動力廠之給水加熱器等用管，高、中壓蒸汽用電鍍管或黑管（所謂之瓦斯管），或建築物中分瓦斯或水
用管及水或瓦斯之街道分佈用幹管。此外，管亦用以製造汽車或機器零件，滾珠軸承、圓筒、錐形滾子或滾針軸
承之軸環或其他機械用途、鷹架、管狀結構物或建物之構材。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鑄鐵製管（第 73.03 節）及歸入第 73.05 或 73.06 節之鋼鐵製管。
（b）鑄鐵製空心型材（第 73.03 節）及歸入第 73.06 節之鋼鐵製空心型材。
（c）鋼鐵製之管配件（第 73.07 節）。
（d）鋼鐵製撓性管，具或不具配件（包括恆溫伸縮囊及伸縮接頭）（第 83.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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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絕緣之電氣導管（第 85.47 節）。
（f）已製成可識別為特殊物品之管或空心型材，例如供結構物之用者（第 73.08 節），中央暖氣散熱器用之管狀
部分（第 73.22 節），內燃活塞動力機用之排氣歧管（第 84.09 節），其他機器零件（第十六類），汽車之
排氣箱（消音器）及排氣管，歸入第八十七章者（例如：第 87.08 或 87.14 節）腳踏車之車座支柱及車架（第
87.14 節）。
。
。。

目註解：
第 7304.11、7304.19、7304.22、7304.23、7304.24 及 7304.29 目
這些目別包括所列各種物品，不論其標準或技術規範如何（例如，美國石油協會（ＡＰＩ）標準 5Ｌ或 5Ｌ
Ｕ管線及ＡＰＩ標準 5Ａ，5ＡＣ或 5ＡＸ之套管、管及鑽管）。

第 7304.31、7304.39、7304.41、7304.49、7304.51 及 7304.59 目
欲區別冷作製品與這些目別中之其他製品，參見第七十二章之註解總則，第（Ⅳ）部分（B）之第二段。

73.05-其他鋼鐵管（如：焊接、鉚接或類似接合者），具圓橫斷面，其外徑超過 406.4 公厘者（
＋）。
-油、氣管線用管：
7305.11--縱向潛弧焊接者
7305.12--其他，縱向焊接者
7305.19--其他
7305.20-鑽採油、氣用套管
-其他，焊接管：
7305.31--縱向焊接者
7305.39--其他
7305.90-其他
本節之管係使用扁平軋製品預製成未閉合管狀物，經以焊接或鉚接等方式接合而製得。
管狀物之製造：
－若係扁平軋製品成捲盤狀者，利用一組輥軸，以縱向方式或螺旋式連續操作。或
－若係扁平軋製品非捲盤狀者，利用壓機或軋機，以縱向方式非連續操作。
熔接物品之鄰接邊，若為閃電熔接、電阻或感應熔接者，無須焊料；如為潛弧焊接，則需焊料及助熔劑或氣
體保護，以防止氧化。鉚接製品則為鄰接邊重疊以鉚釘連接。
本節之製品可予被覆，例如以塑膠、玻璃棉與瀝青之混合物被覆。
本節包括油、氣管線用管、油井或瓦斯井用套管、長距離水路或主要運輸送煤或其他固體物質之管、樁管、
或結構柱用管，以及水力發電導管，而經常以管箍加強者。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歸入第 73.03、73.04 或 73.06 節之管及空心型材。
（b）鋼鐵製管子配件（第 73.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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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已製成可識別為特殊物品之管。
。
。。

目註解：
第 7305.11、7305.12、7305.19 及 7305.20 目
第 7304.11、7304.19、7304.22、7304.23、7304.24 及 7304.29 目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此等各目。

第 7305.11 目
本目包括以鋼板在壓機或軋機上成型及利用電弧焊接之管，而為防止金屬在熔接時氧化，在電弧焊接時可使
用金屬添加物與焊劑。
焊接後會有金屬之隆起珠串，「焊珠」可見於完工後之管外部。

第 7305.12 目
本目主要包括捲盤狀之鋼管，係經由型成輥所組成之輪列連續成型以及利用電阻或感應器熔接而無需金屬添
加物者。此類物品在完工後，在管之外表面並無隆起之金屬珠串。

73.06-鋼鐵製之其他管及空心型（例如：開縫或焊接、鉚接或類似接合者）（＋）。
-油、氣管線用管：
7306.11--不銹鋼焊接者
7306.19--其他
-鑽探油或氣所用之套管及導管：
7306.21--不銹鋼焊接者
7306.29--其他
7306.30-其他，鐵或非合金鋼圓橫斷面焊接管
7306.40-其他，不銹鋼圓橫斷面焊接管
7306.50-其他，其他合金鋼圓橫斷面焊接管
-其他，非圓橫斷面焊接管：
7306.61--方型或三角形橫斷面管
7306.69--其他，非圓橫斷面焊接管
7306.90-其他
第 73.05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
（1）鍛接之管，即所謂的對接焊合管。
（2）具接合邊之管，即管之邊緣互相接觸或重合者，及所謂之開縫管。但具全長開槽者歸入第 72.16、72.22 或 72.28
節之型。
（3）管之鄰接邊以夾接合者。
本節之管，有若干縱向焊接管再經冷、熱抽或軋延，可得外徑較小或管厚，以及尺寸裕度較小之管製品。冷
作法為獲取拋光之表面亦容許不同之表面修整，如第 73.04 節之註解所述。
管及空心型之區別，參見本章之註解總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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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油氣管線用管、鑽採油氣用之套管及管、鍋爐、過熱器、熱交換器、凝結器、動力廠之給水加熱器
等用管，高中壓蒸汽用電鍍管或黑管（所謂瓦斯管），或建築物中分送瓦斯或水之管以及分送瓦斯或水之街道用
幹管。此外，管及空心型材亦用以製造汽車或機器零件，腳踏車骨架、小艇或其他結構用途、鷹架、管狀結構物
之構材。「開縫」管則為金屬家具之框架之類。
本節亦包括管及空心型，而以塑膠或玻璃棉與瀝青混合物被覆者，以及鰭形鰓形管，而具縱向或橫向凸片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 鑄鐵製管（第 73.03 節）及歸入第 73.04 或 73.05 節之鋼鐵製管。
（b） 鑄鐵製空心型（第 73.03 節）及歸入第 73.04 節之鋼鐵製空心型。
（c）鋼鐵製之管配件（第 73.07 節）。
（d）鋼鐵製撓性管，具或不具配件者（包括恆溫伸縮囊及伸縮接頭）（第 83.07 節）。
（e）絕緣之電氣導管（第 85.47 節）。
（f）已製成可識別為特殊物品之管或空心型，例如供結構物之用者（第 73.08 節），中央暖氣散熱器用之管狀部
分（第 73.22 節），內燃活塞動力機用之排氣歧管（第 84.07 節），其他機器零件（第十六類），汽車之排
氣箱（消音器）及排氣管，歸入第八十七章者（例如第 87.08 或 87.14 節）腳踏車之支柱及車座（第 87.14
節）。
。
。。

目註解：
第 7306.11、7306.19、7306.21 及 7306.29 目
第 7304.11、7304.19、7304.22、7304.23、7304.24 及 7304.29 目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此等各目。

73.07-鋼鐵製管子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鑄造配件：
7307.11--非展性鑄鐵製者
7307.19--其他
-其他，不鏽鋼製者：
7307.21--凸緣
7307.22--螺紋肘管、彎管及套管
7307.23--對焊接配件
7307.29--其他
-其他：
7307.91--凸緣
7307.92--螺紋肘管、彎管及套管
7307.93--對焊接配件
7307.99--其他
本節包括鋼鐵製之配件，主要係用於連接兩管，或將管子聯結於其他器具上，或封閉管。本節不包括用於裝
配管子，但卻不構成整體管腔一部分之製品（例如僅作為壁上固定或支持管子之吊具，支持物及類似物件，將活
動管或軟管夾住於剛性管、栓、連接件等上之夾緊或拉緊或管箍（蛇管夾））（第 73.25 或 73.2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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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方式有：
－藉旋轉者，當使用鑄鐵或鋼製之螺紋配件時；
－藉焊合者，對接焊合或套節焊合。對接焊合者，配件及管子之末端，而直角切削或去角者。
－藉接觸者，使用可移動式鋼配件。
因此本節包括扁平凸緣及具有鍛造管箍之凸緣、肘管、彎管及回彎管、大小頭、Ｔ接頭、十字頭、蓋及塞、
搭接短端、管狀柵欄及結構元件之配件、偏位彎管、多重分歧件、接頭或套管、清潔閘、螺紋接管、活管套節，
管夾及管箍。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夾子及其他專門設計供組合結構零件用之裝置（第 73.08 節）。
（b）螺栓、螺帽、螺釘等，適於組合管子及管之配件之用者（第 73.18 節）。
（c）恆溫伸縮囊及伸縮接頭（第 83.07 節）。
（d）上述之吊具、支持物及類似品；以及管插頭、或已加螺紋與否、配有環、鉤等者（例如固定洗滌系統之用
者）（第 73.26 節）。
（e）配件，裝有龍頭、栓塞、閥等者（第 84.81 節）。
（f）電氣導管之絕緣接頭（第 85.47 節）。
（g）接頭，供組合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車架用者（第 87.14 節）。

73.08-鋼鐵結構物（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例如：橋及橋體段、水閘、塔、
格狀桅桿、屋頂、屋頂架、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百葉窗、欄杆、柱）；鋼鐵製板、桿、
角、形、型、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物之用者（＋）。
7308.10-橋及橋體段
7308.20-塔及格狀桅桿
7308.30-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7308.40-支柱及類似設備供鷹架、窗套、坑道支持用者
7308.90-其他
本節包括完全或不完全之金屬結構物及其部分品，因此本節結構物之特性為其一經使用後，通常就固定在其
處所。此類結構通常係以條、桿、管、角、形、型、片、板、寬板包括所謂之萬向板、箍、帶條、鍛件或鑄件經
鉚接、鎖螺栓住、焊接等而成者。此類結構物有時含有歸入其他節之產品，諸如編織金屬絲之鑲板或第 73.14 節
之拉孔片。鉗夾及其他裝置專供裝配圓形橫斷面（管狀或其他狀）之金屬結構物用者，亦視為結構物之部分品。
此種裝置通常具有鑽有螺旋孔之突出物，俾於裝配時嵌入螺釘，將鉗夾固定於管上。
除上述之結構物及部分品外，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產品：
坑井架及延伸結構物；可調節或套筒式支柱、管狀支柱、可展伸之圍堰樑、管狀鷹架及類似設備，水閘、碼
頭、防波堤及船用防波堤；燈塔延伸結構物；船用桅桿、踏跳板、軌、隔艙壁等；陽臺及走廊；百葉窗、門、滑
門；裝配之欄杆及圍籬；平交道閘門及類似障礙物；用於溫室及加強架構之架構；供裝配之大型架及店鋪、工廠、
儲藏室等用之永久裝置；畜舍及馬棚。高速公路用之若干保護性障礙物，由金屬片或角、形或型製成者。
本節亦包括部分品，諸如扁平軋製品，「寬板」包括所謂的萬向板、帶條、桿、角、形、型及管等，已事先
加工（如鑽孔、彎曲或刻痕）供結構物之用者。
本節亦包括由軋製之條互相扭絞而成之製品，其亦使用於鋼筋或預力混凝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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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組合之板樁（第 73.01 節）。
（b）圍堰格板，澆注混凝土之用，具模之特性者（第 84.80 節）。
（c）明顯地可識別為機器零件之構造物（第十六類）。
（d）歸入第十七類之構造物，諸如鐵路及電車軌道之固定設備及配件，以及歸入第 86.08 節之機械式信號設備；
機動車輛及鐵路車輛之底盤架（第八十六或八十七章）；以及歸入第八十九章之浮動結構物。
（e）可移動之擱板家具（第 94.03 節）。

目註解：
第 7308.30 目
本目還包括所有類型住宅使用的鋼鐵製防盜門。

73.09-貯藏任何材料（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製貯器、容槽、大桶及類似容器，其容
量超過 300 公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此類容器通常作為儲存或製造用之固定裝置，例如用於工廠、化學工廠、染料工廠、氣體工廠、釀造廠、蒸
餾廠及精煉廠，以及小量用於家庭、商店等者。本節包括貯藏任何材料之容器，但貯藏壓縮或液化氣體者除外，
貯藏此類氣體之容器，不論其容量歸入第 73.11 節。配有機械或熱力設備如攪拌器，加熱或冷卻線圈或電器組件
之容器，歸入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
反之，容器僅配裝龍頭、閥、水平計、安全閥、壓力計等者，仍歸入本節。
容器可為開放式或封閉式，襯有硬橡膠、塑膠或非鐵金屬，或配裝隔熱被覆物者（例如石棉、熔渣棉或玻璃
毛），不論此項隔熱被覆物是否另以金屬外罩加以保護者。
本節尚包括容器之具有隔熱用之雙壁或雙底，而雙壁間無加熱或冷卻液體循環裝置者（具有此項裝置之容器
不歸入本節，見第 84.19 節）。
本節包括：
石油、油、氣體貯器；麥牙製造所浸大麥用之大桶；液體發酵用大桶（酒、啤酒等）；將各種液體慢慢倒出
及澄清之大桶；供金屬物品回火或退火用之大桶；蓄水槽（家庭或其他用者），包括中央加熱設備用之膨脹箱；
貯藏固體之容器。
本節不包括具特殊設計及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之貨櫃（第 86.09 節）。

73.10-貯藏任何材料（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製容槽、箱、圓桶、罐、盒及類似容器
，其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力設備者。
7310.10-容量 50 公升及以上者
-容量小於 50 公升者：
7310.21--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7310.29--其他
前一節適用於容量超過 300 公升之鋼鐵容器，一般作為工廠等之固定裝置。而本節則適用於容積不超過 300
公升之鋼鐵片或板製之容器，其大小通常為易於移動或處理者，通常供物品之商業性運送及包裝或固定裝置之用。
歸入本節之較大容器，包括貯藏焦油及油用之圓桶；石油罐、攪乳器；貯藏酒精、植物之乳液、苛性鈉、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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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鈣、染料或其他化學品之箱及圓桶。較小之容器包括盒、罐、馬口鐵罐等供包裝及銷售牛油、牛奶、啤酒、蜜
餞或醃菜、水果、果汁、餅乾、菜葉、菸草、香菸、鞋油、藥品等之用者。
尤其是桶及罐，可加箍或加裝配件以便利滾動或搬動或加強容器強度。所有此類容器可具備裝龍頭用之塞
孔、漏孔、蓋或其他封閉器以便利裝盛或傾出。
本節亦包括以雙壁或雙底隔熱之箱等，但雙壁或雙底間以無加熱或冷卻液體循環者為限。（具有此項裝置之
容器不歸入本節，見第 84.19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歸入第 42.02 節之物品。
（b）餅乾桶、茶葉罐、糖罐及類似家庭或廚房用之容器及罐（第 73.23 節）。
（c）香菸盒、粉鏡盒、工具箱，以及類似容器供個人或職業之用者（第 73.25 或 73.26 節）。
（d）保險箱、錢箱、契據箱及其類似品（第 83.03 節）。
（e）歸入第 83.04 節之物品。
（f）室內用之裝飾箱（第 83.06 節）。
（g）具特殊設計及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之貨櫃（第 86.09 節）。
（h）歸入第 96.17 節之真空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容器。

73.11-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本節包括任何容積之容器，供運輸或貯藏壓縮或液化氣體（例如氦、氧、氬、乙炔、二氧化碳、或丁烷）之
用者。
部分容器為堅固之圓筒、管、瓶等並經高壓測驗者；不論是否經過焊接者（例如在底部、環繞中段、或沿全
長焊接者）。其他則由內膽及一層或多層之外殼組成，中間則以絕緣材料包裹，以維持真空或放置低溫之液體，
俾使若干液化氣體能保存於大氣壓力或低壓力中。
此類容器可裝控制、調節及量測裝置，諸如閥、龍頭、壓力計、水平指示器等。
若干容器（例如乙炔用者）含有惰性多孔物質諸如矽藻土、炭、或石棉與粘著劑如水泥；如單獨填充壓縮乙
炔時會先於瓶內浸注丙酮，以利充填而防爆炸之危險。
其他容器，諸如設計供應所需之液體或氣體之用者，其所藏之液化氣體可通過附著於外殼內壁之線圈，僅利
用大氣溫度之影響，即可發生氣化作用。
本節不包括水蒸氣蓄積器（第 84.04 節）。

73.12-鋼鐵製絞股線、索、纜、編帶、吊索及類似品，非電氣絕緣者。
7312.10-絞股線、索及纜
7312.90-其他
本節包括以兩根或兩根以上之單鋼鐵線緊密撚合而成之絞線（或線絞），及以此種絞線再併合搓絞而成之各
種大小之纜及索。此項物品，如仍保有鋼鐵線、索及纜之基本性質者，得裝於纖維芯（大麻、黃麻等）上或以紡
織物、塑膠等被覆。
索及纜之橫斷面通常為圓形，但本節亦包括斷面通常為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帶，以單線或絞線編成者。
本節包括索、纜、帶等不論是否切成一定長度者，或配有鉤、彈簧鉤、轉鐶、鐶、嵌環、夾子、承座等者（如
不因此而具有歸入其他節之物品之特性者），或製成單股或多股之吊索或帶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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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物品係以採礦、採石、裝貨等時起重之用（以起重機、絞車、滑車、升降機等）；用於拖及拉；作為大
纜；作為傳動帶；裝備及支持桅桿、標柱等用；作為圍籬繩股；作為鋸石繩股（通常為特殊鋼之三股絞線）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有刺鋼鐵線及鬆絞，無刺、圍籬用之雙線「絞帶」（torsades）（第 73.13 節）。
（b）絕緣電纜（第 85.44 節）。
（c）適宜供第八十七章車輛用之煞車器纜、加速器纜及類似纜。

73.13-有刺鋼鐵線；鋼鐵製圍籬用之有刺或無刺之旋絞箍或扁平單線及鬆絞之雙線。
本節包括下列各種型態供圍籬用之箍及線（線之定義見章章註 2）；
（1）有刺之鬆絞鋼鐵線，此種線每隔一極短之距離，即有刺，有時或為尖銳之金屬小帶條。
（2）窄幅扁平箍或線，每隔一段即有齒，作為有刺線之代替品。
（3）扭絞箍或扁平單線。此項圍籬用帶狀線，稱為「絞帶」。係由窄幅箍、扁條或扁平線所組成，可加以輕度
扭絞。不論帶刺與否，此類貨品均歸入本節。
（4）鬆絞線，係由兩條鋼鐵線所組成，明顯地適合供圍籬之用，稱為「絞帶」。
本節亦包括「旦納茲」（Dannerts）以及類似之有刺鋼鐵線網，有時已裝設於木質或金屬柱上，供軍事、圍籬
等之用。
所用之線及箍，通常經鍍鋅或其他塗面（例如以塑膠塗覆）。
本節不包括緊密之絞股或纜，有時亦供圍籬之用（第 73.12 節）。

73.14-鋼鐵線製布（包括環狀帶）、柵格、網及籬網；鋼鐵製拉孔片（＋）。
-織布：
7314.12--不銹鋼製機械用環帶
7314.14--其他不銹鋼製織布
7314.19--其他
7314.20-柵格、網及籬網，交叉點經焊接，線之最大橫斷面尺寸為 3 公厘及以上，網眼尺
寸 100 平方公分及以上者。
-其他柵格、網及籬網，交叉點經焊接者：
7314.31--鍍或塗鋅者
7314.39--其他
-其他布、柵格、網及籬網：
7314.41--鍍或塗鋅者
7324.42--塗塑膠者
7314.49--其他
7314.50-拉孔片
（A）布（包括環帶）、柵格、網及籬網
歸入本節之製品，主要係用手或機器將鋼鐵股線經交錯、交織、網織等方法製成者。此種製造方法與紡織工
業上所用者約略相似（即用於單純之經緯織物、針織物或鉤針織物等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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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金屬線柵格，其線係在接觸點焊接，或於接觸點以另一金屬線予以綁牢，不論其線是否經交錯者。
「線」係指任何橫斷面形狀之熱或冷成形製品，其橫斷面尺寸均不超過 16 公厘者，如軋製線，線桿及切自
金屬片之扁平帶條（見本章章註 2）。
歸入本節之材料，用途甚廣，例如用於洗濯、乾燥及過濾物質；製作圍籬、食物保護罩、昆蟲網、機器之安
全防護物、輸送帶、擱板、床墊、室內裝潢、細眼篩、粗眼篩等；或用於混凝土之強化等。
此類材料可成捲狀、環帶狀（例如機器用帶）或片狀，不論是否切成形者；可能有二層或多層者。

（B）拉孔片
拉孔片為菱形網孔之網狀組織物，係於金屬片或帶條上切成平行之切口拉展而成。
此種材料硬而堅固，可取代金屬線柵格或穿孔片供圍籬、機器之安全防護物，人行橋踏板，起重機跑道等，
以及增強各種建築材料（混凝土、水泥、灰泥、玻璃）等用。
*
* *

除以金屬線網製之成品，一般不歸入本節外，下列亦列於其他各章，即：
（a）金屬線所織之織物，作服裝一類之用者，如裝飾用織物或類似品（第 58.09 節）。
（b）塑膠或石棉以金屬網加強者，鑲金屬線玻璃（分別歸入第三十九、六十八及七十章），有孔之金屬板或網
（一種金屬線網以燒焙之泥土加強供建築之用者）（第六十九章）；一般塗有焦油及用金屬線網加強之屋
頂用紙板（第四十八章）。但編織之金屬線等經輕鍍塑膠者（縱其網孔已填滿者），以及金屬柵格以紙襯
底用於水泥，石膏製品等者，仍歸入本節。
（c）金屬線製布者，已製成機器零件之形式者，例如用其他材料裝配者（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
（d）金屬線製布等，已製成細眼篩或粗眼篩者（第 96.04 節）。
。
。。

目註解：
第 7314.12、7314.14 及 7314.19 目
「織布」一詞僅適用於以兩組線互相交叉成直角，而其製造方式與紡織物相同者之線製品。
布一般為平織，但亦可能為斜或其他編織方式者。緯線一來回交錯於經線之連續股線。織布機連續不停地動
作遂織成布。織線交錯點可予以加強者（例如以特別之線加以束縛）。此類織物可予較大之交錯間距，而具有方
形網格式柵格之效用。皺曲的變化是由線股的皺曲造成；皺曲之互鎖作用，使交錯點較為強固。另有將直線股交
織成之布壓製，使得交錯點處發生變形以加強織物。
布可成捲狀或片狀，切成段或成形；片之邊緣可熔接或硬焊。

73.15-鋼鐵鏈及其零件。
-活節環鏈及其零件：
7315.11--滾子鏈
7315.12--其他鏈
7315.19--零件
7315.20-制滑鏈
-其他鏈：
7315.81--日字形鏈
─ 1060 ─

Ch.73
7315.82--其他，焊接環鏈
7315.89--其他
7315.90-其他零件
本節包括鑄鐵鏈（通常為展性鑄鐵）、鍛鐵或鋼鏈，不論其大小、製程或用途。
鋼鐵鏈包括活節鏈（例如滾子環鏈、倒轉齒式鏈「靜音（silent）鏈」及平環鏈（Galle 鏈）），非活節環鏈包
括日字形鏈（不論係以金屬片或帶條經鍛、鑄、焊、衝而成，或以金屬線製者），及球形鏈。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腳踏車、汽車或機器用之傳動鏈。
（2）錨或錠泊鏈；升降、搬運或拖曳鏈；汽車制滑鏈。
（3）床墊鏈、污水槽栓、盥洗室水槽等用鏈。
所有此類之鏈末端得裝配零件或附件（例如鉤、彈簧鉤、轉鐶、鉤環、承座、環、分裂環、Ｔ形片），得切
成一定長度，或明顯地供特殊用途。
鋼鐵鏈之零件諸如邊環、滾軸、紡錘等供以活節環鏈用者，環及束縛物供非活節環鏈用者，均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具有第 71.17 節之仿首飾特性之鏈（例如錶鏈、精美之小裝飾鏈等）。
（b）裝配鋸齒等之鏈，用作鏈鋸或切割之工具者（第八十二章），或僅作為其他製品之附屬工具之鏈，諸如水
桶鏈、運輸鉤鏈或處理紡織品時支撐架。
（c）門閂鏈（第 83.02 節）。
（d）測量鏈（第 90.15 節）。

73.16-鋼鐵製錨、四爪錨及其零件。
本節包括之錨，其類型係僅供錠泊各種噸位之船舶、海域平台、浮筒、燈標、浮水雷等用者；不包括其他物
品時稱為「錨」者（例如接合石造物或將椽固定於建築物之壁上者）。
錨得裝配十字架或支架，有時為木製，錨臂是否固定皆可。
本節亦包括四爪錨：較錨為小，有兩個以上之錨爪（通常有四個），但無支架。係用於錠泊小船，連接其他
船隻等，尋回下沈物及抓握樹木、岩石等者。
本節亦包括錨及四爪錨之零件。

73.17-鋼鐵製釘、平頭釘、圖釘、波形釘、Ｕ型釘（第 83.05 節者除外）及類似製品，不論有無
其他材料製之釘頭者均在內，但不包括銅質釘頭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釘、平頭釘、U 型釘（第 83.05 節者除外）及類似品，一般係以下列方法製造：
（1）用預定粗細之金屬線冷壓而成。此種金屬線釘，雖有若干為無頭，其一端或兩端呈尖形者，通常頭部
成扁平或圓形。逐漸尖細之釘及平頭釘，除須斜剪外，其製法與之相同。
（2）鍛造（以手或機器）鐵釘之釘身至所需之粗細，然後鎚打成尖形，其頭部再以製釘機壓製。
（3）以片或帶條切製，必要時繼以機器或手工處理。
（4）於製釘機內以金屬棒熱軋，使釘頭釘身同時成形。
（5）以小金屬圓盤用印模壓製成頭部，並以事先製就之釘身同時裝上。此種過程通常用於製造頭部圓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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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如室內裝飾用釘。
（6）鑄造。
此類貨品，其類型甚廣，包括：
木匠用橫斷面不變之金屬線釘等；模型釘；裝玻璃用釘；補鞋用釘；U 型釘（不論絕緣或否），雙端呈
尖形，供電線、畫框，圍籬等用者及其他非帶狀之Ｕ型釘；釘身扭曲、釘頭無槽溝之尖頭螺絲釘；供補鞋、
室內裝飾等用之平頭釘及無頭三角釘等；重鞋用之平頭釘；供圖畫、鏡子、圍籬等用釘；動物蹄鐵用無螺
紋釘；動物用之無螺紋防滑釘；安裝玻璃用小三角釘(通常為馬口鐵製)；室內裝飾用之裝飾釘；鐵路枕木之
標誌用大頭釘。
（B）其他特殊類型之釘、道釘等，例如：
（1） 鍛造之扣釘或鐵鉤釘（一般具有角形，彎成直角之釘身及尖銳端），用於扣緊石塊、重木材等；道釘，
固定鐵軌於枕木上之用。
（2）波形釘，一邊呈鋸齒或斜角，供組合木製零件之用；縱係長條（即呈扁條狀）者，仍歸入本節。
（3）鉤釘及環釘，可由金屬片壓造或鍛造。其一端成尖形，另一端則彎成直角或環狀，供懸掛各種物件之
用。
（4）各種圖釘，製圖板或辦公室等用，頭部扁平或呈圓形者。
（5）梳棉平頭釘，供紡織梳棉機及其類似品之用。
所有上述貨品，不論有無非金屬頭（銅或銅合金頭除外）或他種物質（瓷器、玻璃、木材、橡膠、塑
膠）之頭，及有無鍍金屬、鍍銅、鍍金、鍍銀、上漆等，或被覆其他材料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螺絲鉤、螺絲圈、頭部有槽溝之尖頭螺絲釘及平頭螺絲釘（第 73.18 節）。
（b）鞋之保護裝置，有無固定之尖端者；帶有固定釘之圖畫鉤；皮帶扣（第 73.26 節）。
（c）有銅或銅合金釘頭之釘、平頭釘等（第 74.15 節）。
（d）扁條狀之 U 型釘（例如辦公室、裝潢、包裝之用者）（第 83.05 節）。
（e）鋼琴弦調整釘（第 92.09 節）。

73.18-鋼鐵製螺釘、螺栓、螺帽、車用螺釘、螺旋鉤、鉚釘、橫梢、開口梢、墊圈（包括彈簧
墊圈）及類似品（＋）。
-螺紋製品：
7318.11--車用螺釘
7318.12--其他木用螺釘
7318.13--螺旋鉤及螺旋圈
7318.14--自攻螺釘
7318.15--其他螺釘及螺栓，有否附螺帽及墊圈均在內
7318.16--螺帽
7318.19--其他
-無螺紋製品：
7318.21--彈簧墊圈及其他鎖緊墊圈
7318.22--其他墊圈
7318.23--鉚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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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8.24--橫梢及開口梢
7318.29--其他
（A）螺釘、螺栓及螺帽
螺栓與螺帽（包括螺栓尾）、螺樁及其他螺釘，供金屬用者，不論有無螺紋。木器或車用螺絲釘，具有螺紋
（指成品），用以裝配或緊固物件，俾易於拆散而不致損傷。
用於金屬之螺栓與螺釘為圓柱形，且有緊密而斜度小之螺紋；極少為尖頭者，而頂端有溝槽俾可以扳手予以
旋緊。螺栓係用以旋緊於螺帽上者，金屬用之螺釘，常旋於材料上之螺紋孔，因此其全長通常攻有螺紋，但螺栓
之軀幹中有部分則無螺紋。
本節包括各種形狀及用途之緊固用螺栓及金屬螺旋釘，亦包括Ｕ型螺栓、螺栓尾（即一端加螺紋之圓柱形
桿）、螺樁（即兩端加螺紋之短鐵棒）及全牙螺樁（全長均有螺紋之鐵桿）。
螺帽係用以固定螺栓於一定位置之金屬器。通常其全長均刻有螺紋，但亦有一邊為盲孔。本節包括翼形螺帽、
蝶形螺帽等。防鬆螺帽（通常較薄，且頂端切有槽溝）有時與螺栓同時使用。
螺栓之毛坯及未刻螺紋之螺帽亦歸入本節。
木器用螺旋釘與金屬用螺栓及螺釘不同之處，在於其係逐漸尖細而有尖銳之端，並有較陡峭之刻紋，以便自
行鑽入木器中。且木器用螺釘之頂端，幾乎均有槽溝並永不與螺帽同用。
車用螺釘(螺旋道釘)係一種木用大螺釘，其釘頭為正方形或六角形但無槽溝。常用以固定鐵軌於枕木上，及
連結椽子及其他類似之重型木製品。
本節包括自攻「巴克爾」（Parker）螺釘；此種螺釘與木器用螺釘相同之處，在於兩者之釘頭均有槽溝，帶
有螺紋，頂端尖銳或逐漸尖細，因此可鑽入薄金屬片，大理石、石板、塑膠等。
本節包括所有非尖形之開縫螺釘（或螺旋釘）或尖形但其釘頭刻有槽溝者。開縫螺釘具有陡峭之螺紋，並常
以鎚釘入器材中，但經常用螺絲起子方可拔出。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無槽溝釘頭之尖形螺絲釘（第 73.17 節）。
（b）螺絲蓋（第 83.09 節）。
（c）用以傳動或另作機械活動之零件、刻有螺牙有時稱為螺絲之機械裝置（例如阿基米德（Archimedian）螺旋；
蝸桿機械及刻有螺紋之壓製機用軸；閥及活塞用之閉合機械等）（第八十四章）。
（d）鋼琴調整釘或其他類似之音樂器材零件刻有螺紋者（第 92.09 節）。

（B）螺旋鉤及螺旋圈
此類物品係用以懸掛或固定其他物件，其與前節所稱之鉤釘及環釘不同之處，僅在於此類物品切有螺紋。

（C）鉚釘
鉚釘與上述各物品不同之處在於其無螺紋；鉚釘經常為圓柱形，其釘頭為有圓形、扁形或盤形或可全部鑽入
於物體內。
鉚釘係供永久連接金屬零件之用（例如大型框架、船舶及容器）。
本節不包括各種用途之管形及開口鉚釘（第 83.08 節），但鉚釘之僅有部分空心者仍歸入本節。

（D）開口梢及橫梢
開口梢，經常呈岔狀，裝於心軸、轉軸、螺栓等之孔中，以防止裝於該軸上物體之移動。
橫梢與錐形釘除較開口梢為大及堅實外，其用途與之類似。橫梢及錐形釘一如開口梢，亦可穿越洞孔（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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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常為楔形者），或嵌入於轉軸、心軸等之槽溝中，其形狀各異，如馬蹄形、圓錐形等。
扣環有各種型式之製品，由簡單帶槽隙之環形到更複雜之型式（具有眼孔或Ｖ形槽以便與特殊工具鉗配用）。
不管其形狀為何，扣環總是供置於轉軸或圓孔內部之槽溝中，以防止零件間之相對運動。

（E）墊圈
墊圈通常為一種薄而小之圓盤，其中心有一小孔，常置於螺帽與連接物體之中間以保護後者。墊圈可能有扁
平形、割切形。分裂開縫形（例如「葛路弗」（Grower）彈簧墊圈）、曲線形、圓錐形等。
。
。。

目註解：
第 7318.12 目
「螺釘」不包括螺旋鉤及螺旋圈；螺旋鉤及螺旋圈係歸入第 7318.13 目。

第 7318.14 目
本目包括第 73.18 節註解（A）第八段所述之「巴克爾」（自攻）螺釘。

73.19-鋼鐵製供手用之縫針、編織針、引針、鉤針、刺繡穿孔錐及類似製品；未列名鋼鐵製安
全別針及其他別針。
7319.40-安全別針及其他別針
7319.90-其他
（A）縫針、編織針、引針、鉤針、刺繡穿孔錐及類似製品
本節包括用手操作之縫、編織、刺繡、鉤織及製地毯用針。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縫針、補綴針、刺繡針、包裝用針、縫床墊用針、縫帆布用針，裝訂書籍用針、縫室內裝飾品用針、縫製
地毯或小地氈用針、皮匠用針（包括單眼之尖鑽）及縫製皮件等用之三角形針等。
（2）編織針（無眼之長針）。
（3）各種引針（包括足球穿線用者）用以穿線、繩、帶等。
（4）鉤針（逐漸尖細一端形呈鉤狀之針，作鉤織品之用者）。
（5）刺繡穿孔鑽，刺繡時剌穿織物之用者。
（6）編織網用針，一端或兩端均尖者。
上述之針，其中有些配有把柄。
本節亦包括針之毛坯，例如針身尚未完全者（不論有眼或無眼）；已有眼之針，但未經磨尖或拋光者；尚未
配柄之刺繡穿孔鑽及引針片。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鞋匠用無眼鑽及皮革加工或辦公室等用以穿孔及剌穿之工具（第 82.05 節）。
（b）針織、製造花邊、刺繡等機器用針（第 84.48 節）；縫衣機用針（第 84.52 節）。
（c）拾音頭用唱針（第 85.22 節）。
（d）醫藥、外科、牙科，或獸醫等用針（第 90.18 節）。

─ 1064 ─

Ch.73
（B）未列名安全別針及其他別針
歸入本組之針得附有其他卑金屬、玻璃、塑膠等製之零件或針頭，如不因此而形成具有裝飾性之貨品，而仍
保留鋼鐵針之主要特性者。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安全別針。
（2）普通別針。
本組亦包括尖形針身供胸針、徽章（不論有無鐶接合物者）帽針等用者；貼標籤、釘昆蟲等用之別針及尖形
針身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領帶針、徽章等；帽針及其他類似個人裝飾品（第 71.17 節）。
（b）圖釘（第 73.17 節）。
（c）髮夾；髮針；捲髮針、捲髮器及類似品（第 85.16 或 96.15 節）。

73.20-鋼鐵製彈簧及彈簧片。
7320.10-片狀彈簧及其葉片
7320.20-螺旋彈簧
7320.90-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形式之鋼鐵彈簧，不論其用途，但第 91.14 節之鐘錶彈簧除外。
彈簧係以有彈性之金屬片、金屬線或金屬桿製成。所謂彈性係指縱受極大之位移後，能恢復原狀之性質。
本節包括下列各種彈簧：
（A）片狀彈簧（單葉或疊合）主要用於車輛之懸掛系統（例如火車頭，及鐵路車輛、汽車及貨車等）。
（B）螺旋狀彈簧，最主要有兩種：
（1）螺旋線圈彈簧，包括有壓力、張力及扭力彈簧。係以圓形或長方形斷面之金屬線或金屬桿製成，通常
為圓柱體形。其用途甚廣（例如車輛及一般工程上）。
（2）渦形彈簧，係以長方形或橢圓形斷面之金屬線或金屬桿或扁狹長條而製成之彈簧，通常為圓錐形。主
要用於避震器、緩衝器、鐵路車輛連接器、修剪樹木之大剪刀、髮剪等。
（C）平扁彈簧及平扁螺旋彈簧，用於彈簧運轉之發動機、鎖等。
（D）圓形彈簧及環形彈簧（用於鐵道軌緩衝器等）。
彈簧可能配有Ｕ型螺栓（例如片彈簧）或其他固定或裝配用之配件。
彈簧片亦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雨傘或太陽傘之傘柱用彈簧（第 66.03 節）。
（b）彈簧墊圈（第 73.18 節）。
（c）彈簧與其他物件合製品，例如自動關門器（第 83.02 節），可識別為機械之零件者（第十六類）或第九十、
九十一章等之用具或儀器。
（d）歸入第十七類之避震器及扭力條。

73.21-鋼鐵製暖爐、灶、爐格、烹飪鍋（包括附有中央暖氣用之輔助汽鍋者）、烤肉爐、火盆、
氣圈、加熱板及類似非電力家用器具及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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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器具及加熱板：
7321.11--氣體燃料或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
7321.12--液體燃料用者
7321.19--其他，包括固體燃料用器具
-其他器具：
7321.81--氣體燃料或氣體與其他燃料兩用者
7321.82--液體燃料用者
7321.89--其他，包括固體燃料用器具
7321.90-零件
本節包括一組器具，能符合下列條件者：
（i）被設計成能產生熱，且利用熱作為空間加熱、烹飪或煮沸之用者。
（ii）使用固體、液體氣體燃料，或其他能源（例如：太陽能），但非電力者。
（iii）家庭用或野營用者。
此類器具之型式，依其外觀特性可加以識別，諸如整體大小，設計、最大熱容量、火爐或爐篦容積如為使用
固體燃料者，液體燃料槽之大小。這些特性判別的標準為器具在運轉時不得超出家庭用之所需。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暖爐、加熱器、爐格及供空間加熱用之火爐、火盆等。
（2）氣體及油之散熱器附有加熱裝置，具相同用途者。
（3）廚房用灶、暖爐及烹飪鍋。
（4）具有加熱裝置之烤爐（如烤、製麵點及麵包用者）。
（5）酒精爐及壓力爐、野營用爐、旅行用爐等；氣圈；加熱板之帶加熱裝置者。
（6）洗濯用鍋爐之帶有爐格或其他加熱裝置。
本節亦包括暖爐之附有中央暖氣用之輔助汽鍋者。反之，本節不包括器具亦可為電力加熱者，例如可分別使
用氣體或電力加熱之烹飪鍋（第 85.16 節）。
上述全部器具得塗以琺瑯、鍍鎳或銅，並得附有其他卑金屬附件，或以抗熱材料襯裏者。
本節亦包括可識別為上列器具之零件（例如火爐內層支架、烹調用板及圈、灰盤，可移動之火箱及火桶、煤
氣爐、煤油爐、門、柵格、支架、護架、毛巾架、盤碟碗架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73.22 節之中央暖氣散熱器、空氣加熱器或熱空氣分佈器及其零件。
（b）烤爐及鍋爐之不宜與加熱裝置一同裝設者（第 73.23 節）。
（c）噴燈及手提鍛爐（第 82.05 節）。
（d）爐用燃燒器（第 84.16 節）。
（e）第 84.17 節之工業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
（f）第 84.19 節之機器或工廠設備供加熱、烹飪、烤、蒸餾等用者；及類似之實驗室用設備。該節並包括下列兩
項：
（i）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家庭用或非家庭用）。
（ii）若干非家庭用之特殊加熱、烹飪用具（例如櫃台式咖啡過濾器；深油炸鍋；消毒器、暖櫥、乾燥櫃及
其他蒸汽或間接加熱器具，通常裝有熱線圈、雙層外殼、雙層底等）。
（g）第 85.16 節之電熱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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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2-鋼鐵製非電熱之中央暖氣散熱器及其零件；鋼鐵製非電熱之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
（包括可分佈新鮮空氣或調節空氣者）及其零件，附有馬達風扇或吹風機者。
-散熱器及其零件：
7322.11--鑄鐵製者
7322.19--其他
7322.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中央暖氣用散熱器，為空間加熱裝置，通常係由一組凸緣管或網管或中空之鑲板所組成，鍋爐發出之水或
蒸汽即在其中流通。散熱器可能嵌置於木材或金屬套中。
此一物品亦包括由兩種儀器組合者，其一為供冷水或熱水流通之散熱器，另一為噴嘴，在壓力下之調
節空氣即由其中噴出。此兩種組合件係同裝於一處並配有鐵柵。當散熱器部分關閉後，此一儀器則充作調
節空氣散佈器之用。
本節不包括空氣調節器之各組成部分（第 84.15 節）及電氣散熱器（第 85.16 節）。
（2）可識別為散熱器之「部分品」及其他零件。
下列各物並不視為零件：
（a）連接中央暖氣散熱器及散熱器用之管子與配件（第 73.03 至 73.07 節）。
（b）散熱器支架（第 73.25 或 73.26 節）。
（c）蒸汽或熱水栓塞、旋塞等（第 84.81 節）。
（3）空氣加熱器，使用任何燃料者（例如煤、燃料油、瓦斯）。
此等自足式加熱器，（固定或活動）主要包括一個燃燒室（附燃燒器）或一個爐柵，一個熱量交換器
（管組合等），燃燒瓦斯產生之熱量即經此交換器傳送至其外部表面之空氣中，及馬達起動之風扇或吹風
機。通常此等加熱器備有瓦斯燃燒後之排氣管。
空氣加熱器（固定或活動）產生熱量供直接散佈者與自動加熱裝置之散熱器不同之處（如第 73.21 節註
解所述），在於加熱器內有一散佈裝置（扇或風箱），可將熱量分佈或將熱空氣導至需要取暖之各部門。
空氣加熱器得配備活動輔助裝置，諸如燃燒器（及其幫浦），提供空氣予以燃燒器之電扇，調節或控
制裝置（節熱器、整溫器等），及空氣過濾器等。
（4）熱空氣分佈器之含有空氣加熱裝置者，通常由一組凸緣管或網管及一個電風扇所組成，共裝於同一處所，
並有一個空氣出口（鐵格子窗或調節之百葉窗）。
此等分佈裝置係設計用以連接中央加熱鍋爐，或立於地上，或固定於牆壁上，或掛於天花板、樑及柱
等之上者。
以上器具中，若干具有室外空氣引入口，俾此等裝置之加熱裝置關閉不用時，得作為新鮮空氣之分佈
裝置。
但本節不包括在室內整溫控制下，供混合高壓下之冷或熱空氣以調節空氣之分佈器。此分佈器主要包
括一個混合室及二個帶有控制活門之引入噴扇，噴嘴則由空氣掣動器予以操縱。此等機件裝於一處，不裝
散熱器，亦無馬達起動之扇或風箱（第 84.79 節）。
*
* *

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不論其用途為何，均歸入本節。因此本節包括空氣加熱器供空間加熱及
乾燥活動物質（如飼料、穀物等）之用者，以及第十七類之車輛用加熱器具等。但熱空氣分佈器利用車輛
引擎產生之熱力並必須連接於引擎上者，依照第十五類類註 1（g）項及第十七類類註 3 說明，應歸入第十
─ 1067 ─

Ch.73
七類。
（5）可識別為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之零件（如熱量交換器、噴嘴、直接擴散導管、阻尼器、鐵柵等）。
但下列各物品，不視其為零件。
（a）連接鍋爐與熱空氣分佈器之管子及配件（第 73.03 至 73.07 節）。
（b）風扇（第 84.14 節）、空氣過濾器（第 84.21 節）、檢查與自動控制裝置（第九十章）等。

73.23-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鋼鐵絲絨；鋼鐵製洗鍋物、洗濯擦亮片、
手套及類似品。
7323.10-鋼鐵絲絨；洗鍋物及洗濯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其他：
7323.91--非搪瓷鑄鐵者
7323.92--搪瓷鑄鐵者
7323.93--不銹鋼者
7323.94--搪瓷鋼鐵者（鑄鐵者除外）
7323.99--其他
（A）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
本節包括範圍廣泛而未更明確地列入本分類其他節之鋼鐵製品，供餐桌、廚房或家庭等一類之用者；本節包
括旅館、餐廳、寄膳舍、醫院、販賣部、營房等用之同型貨品。
此等貨品可能係鑄造，或以鋼鐵片、板、箍、帶條、線、線網或綿布等製者，並可能係以任何加工方式製成
者（如模造、鍛造、衝、壓印等）。此等貨品得裝有蓋子、柄或其他材料製之零件或附件，但以其仍保留鋼鐵器
之特性者為限。
本組物品包括：
（1）廚房用具：諸如有柄小鍋、蒸鍋、壓力鍋、儲藏鍋、燜鍋、瓦蒸鍋、煎魚鍋；淺鍋；煎鍋、烤或烘用之盤
或碟；鐵架格、不帶加熱裝置之烤爐；壺；漏鍋；盛油煎食品之籃筐；果凍及點心模；水壺；家庭用牛奶
罐；廚房儲存食物用聽或罐（如麵包貯藏器、茶罐、糖罐等）；生菜洗濯器；廚房用量器；餐具架及漏斗
等。
（2）餐桌上用具：諸如碟、盤、盆、蔬菜及湯盤、調味品盤；糖杯、奶油碟；牛奶及奶酪小瓶；小吃食品盤；
咖啡壺（但不包括具有熱源之家用咖啡壺（第 73.21 節）。茶壺；茶杯、大型杯、無柄大型杯子；盛蛋杯、
洗指盂、麵包與水果盛盤或筐；茶壺架及類似之架；濾茶器、五味瓶架、刀叉放置架；冰酒用小桶等、倒
酒架；餐巾環、餐桌布夾等。
（3）其他家用物品：諸如洗濯用銅器皿及煮器、垃圾桶，吊桶、煤筒及煤斗；盛水桶；煙灰碟；熱水壺；貯瓶
之籃，可移動之擦鞋用具；熨斗架、洗衣器具、水果蔬菜等貯存架；信箱；衣架；鞋楦；午餐盒等。
本節亦包括上述鋼鐵製品之零件，諸如壓力鍋用之蓋、把手、柄、隔間物等。

（B）鋼鐵絲絨；洗鍋物及洗濯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鋼鐵絲絨係以極細之金屬絲或扁條纏結一起，且通常裝成小包供零售之用。
此類物品除鋼鐵絲絨用途較為廣泛外，主要係供家庭之用（如擦洗廚房用具及衛生設備，擦亮金屬器皿，及
擦拭地板、拼花地板，其他木質地板覆蓋層及其他木質物品等）。
洗鍋物、洗濯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係由金屬絲、帶條、鋼毛等製成，有時裝有把手；此類製品，如有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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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特性者，不論是否與紡織材料混織，仍歸入本節。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73.10 節之罐、盒及類似容器。
（b）暖爐、爐格、廚房用爐灶、烹飪鍋、火爐等歸入第 73.21 節者。
（c）廢紙簍（第 73.25 或 73.26 節，視情形而定）。
（d）具有工具特性之家庭用具，例如各式鏟鍬；軟木塞起子；乾酪擦碎器等；塞填用針；開罐器；堅果壓碎器、
開瓶器、捲鉗、壓平工具；火鉗；打蛋器；烘雞蛋餅用鐵模；碾咖啡器；碾胡椒器；剁碎器；壓汁器；蔬
菜壓榨器及搗碎器（第八十二章）。
（e）第 82.11 至 82.15 節之餐刀及匙、叉、杓等。
（f）保險箱、保險櫃、錢箱及契據箱（第 83.03 節）。
（g）裝飾品（第 83.06 節）。
（h）家庭用秤（第 84.23 節）。
（ij）第八十五章之家用電氣設備（特別是第 85.09 及 85.16 節之用具及器具）。
（k）第九十四章之小吊櫥及其他家具。
（l）第 94.05 節之燈具及照明裝置。
（m）手用篩（第 96.04 節）、抽菸用打火機及其他打火機（第 96.13 節），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器皿歸入第 96.17
節者。

73.24-鋼鐵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7324.10-不鏽鋼製污水槽及洗面盆
-浴盆：
7324.21--不論是否搪瓷之鑄鐵製者
7324.29--其他
7324.90-其他，包括零件
本節包括範圍廣泛而未更明確地列入本分類其他節之鋼鐵製品，供衛生之用者。
此類物品可能係鑄造，或係以鋼鐵片、板、箍、帶條、線、線網、線布等製者，並可能係以任何加工方式製
成者（如模造、鍛造、衝、壓印等）。此類物品得裝有蓋子、柄或其他材料製之零件或附件，但以其仍保留鋼鐵
物品之特性者為限。
本節包括浴盆、便器、坐浴盆、腳盆、污水槽、洗面盆、浴室用品；肥皂盒及海棉盛器；灌水器、馬桶、夜
壺、溺罐、廁所用品及不論是否具有機械裝置之沖水槽、痰盂、衛生紙架。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歸入第 73.10 節之罐、盒子及類似容器。
（b）歸入第九十四章之小型吊式藥箱及浴室用之壁櫥及其他家具。

73.25-其他鋼鐵鑄造製品。
7325.10-非展性鑄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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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7325.91--滾磨機用研磨球及類似製品
7325.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未於其他章或節指明或列入之鋼鐵鑄造品。
本節包括檢查防氣瓣、門窗之柵欄、排水溝蓋及其他類似之排水溝、自來水等系統用鑄造物、消水栓柱狀物
及蓋、飲水泉；郵筒，火警警報器，繫船柱等；導水溝與導水溝噴口；開礦用管類；研磨及壓碎機用球狀物；冶
金用之罐及鉗鍋，無機械或加熱設備；砝碼；人造花、葉等（歸入第 83.06 節之製品除外）；水銀瓶。

本節不包括歸入本分類其他節之鑄造物（例如可識別為機器或機械用具之零件者），或需要進一步加工之未
完工鑄件，但已具有完工製品之主要特性者。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上述之各類製品，但非鑄造者（例如燒結）（第 73.26 節）。
（b）鑄像、花瓶、甕及十字飾物（第 83.06 節）。

73.26-其他鋼鐵製品（＋）。
-鍛造或衝製，但未進一步加工者：
7326.11--滾磨機用研磨球及類似製品
7326.19--其他
7326.20-鋼鐵線製品
7326.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鋼鐵製品，舉凡由鍛造或衝孔、切割或壓印或其他方法，諸如摺疊、裝配、焊接、車削、滾磨
或穿孔製成者。本章前述各節及第十五類類註 1 所述及第八十二章、八十三章或在本分類其他處指明者之所有製
品除外。
本節包括：
（1）馬蹄鐵；靴、鞋之保護設施（不論是否帶有固定用尖端者）；爬樹用鐵器；非機械通風器；活動百葉窗，
桶用之束縛箍；電線用鋼鐵製配件（例如支架、夾子、托架等）；絕緣鏈之吊掛或連接設備（吊桿、束縛
物、伸展物，眼或環之有雙頭螺栓連結物者、球狀插頭、吊夾單頭夾子等）；未校準之鋼珠（見八十四章
章註 6）；圍籬用支柱、帳蓬用栓，繫牲畜等用之樁；花園四周用箍、修樹、種甜豆等用之器械；拉緊圍籬
用金屬絲之鬆緊螺旋扣；瓦（歸入第 7308 節之用於結構體者除外）及導水溝；夾住或繫緊用帶或螺管（蛇
管夾），供夾住活動管或軟管於硬管、龍頭等上用者；固定管子用之吊掛支持物及類似支撐物（專為配合
管狀物用所設計之夾子及其他裝置、供金屬結構物之用者除外，應歸入第 73.08 節）；量度用具（家庭用之
型者除外一第 73.23 節）；針箍；道路用大頭釘；鍛製之鉤，例如供起重機用者；及各種用途之彈簧鉤；梯
及階梯；支架；鑄造模心用之支持物或球串（模造用釘除外，見第 73.17 節）；熟鐵或鋼製假花或葉（但不
包括 83.06 節之物品及第 71.17 節之仿首飾）。
（2）金屬絲製品：諸如羅網、捕捉機、捕鼠機、捕鰻簍子及其類似製品，飼料等用之金屬繩；輪胎三角桿；製
紡織機綜線用雙股線，係以二根單股金屬絲焊接於一起者；動物鼻圈；床墊鉤；屠夫用鉤，掛瓦鉤干等；
廢紙簍。
（3）某些盒子及箱子，例如：非特殊造形或內部適合於容納特定工具（含或不含其附件）之工具盒或工具箱（參
見第 42.02 節註解）；植物學家等用之收集箱或標本箱，小裝飾物盒；化粧品盒或粉盒；香菸盒、菸草盒、
口香錠盒等，但不包括第 73.10 節之容器、家庭用容器（第 73.23 節），亦不包括裝飾品（第 83.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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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真空盤式吸持器（吸附把手），其係由一底座、把手、槓桿，以及橡膠圓盤所組成，可使一物（特
別是玻璃）暫時依附其上，而達到該物品能被移動為目的者。

本節不包括歸入本分類其他節之鍛造品（例如可識別為機器或機械用具之零件者）、或需要進一步加工之未
完工鍛造品但已具有完成品之主要特性者。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歸入第 42.02 節之物品。
（b）貯器、容槽、大桶及類似容器歸入第 73.09 或 73.10 節者。
（c）第 73.25 節之鋼鐵鑄造製品。
（d）辦公室寫字檯用具，諸如：書夾、墨水瓶架、筆架、吸墨具、紙鎮及印台（第 83.04 節）。
（e）鑄像、花瓶、甕及十字飾物（第 83.06 節）。
（f）永久放置於商店、工廠及倉庫等之大秤架（第 73.08 節），以及第 94.03 節之有格架之櫃櫥。
（g）製紡織品燈罩或紙燈罩用金屬線骨架（第 94.05 節）。
。
。。

目註解：
第 7326.11 及 7326.19 目
鍛造或衝製後，本目所屬產品亦可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粗修、磨、鎚、鑿或填充俾排除毛剌、溢流及其他衝裂之瑕疪；酸浸法徹除退火；簡易之噴砂；粗選或粗漂
及其他專為檢驗金屬裂縫而為之處理；石墨、油、焦油、紅丹或類似品之粗塗，其用途明確地係為保護被塗物以
防止生鏽或其他型式之氧化；以沖壓、衝孔、印刷等方式作簡單之銘記，諸如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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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精煉銅
以重量計含銅量最少達 99.85％；或含銅量達 97.5％，但所含其他元素其重量以不超過下表所列限量
為限：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最大含量（重量百分率）

Ag

銀

0.25

As

砷

0.5

Cd

鎘

1.3

Cr

鉻

1.4

Mg

鎂

0.8

Pb

鉛

1.5

S

硫

0.7

Sn

錫

0.8

Te

碲

0.8

Zn

鋅

1

Zr

鋯

0.3

其他元素*

0.3

＊其他元素，例如：鋁、鈹、鈷、鐵、錳、鎳、矽。
（b）銅合金
未精煉銅除外，銅之重量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金屬，並需：
（i）其他元素至少有一種其重量比前表所列限量為大；或
（ii）前表所列其他元素總重量超過 2.5％。
（c）銅母合金
銅與以重量計超過銅之重量 10％之其他元素之合金，不適於展性用途者，一般用於製造其他合金之
添加料或作為脫氧劑、脫硫劑或在非鐵金屬冶煉上作為類似用途者。惟磷化銅（磷銅）含磷重量超過 15
％者歸列第 28.53 節。
（d）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如係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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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
限。
拉絲條料及小坯，其端部經加工，以便送入機器供轉變成拉絲桿或管，應視為第 74.03 節未經塑性
加工銅。
（e）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f）線
軋、擠或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產品，捲盤者，其形狀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
直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方
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g）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74.03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不超過寬度之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 74.09 及 74.10 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
鈕釦形、菱形）及經穿孔、波浪化、拋光或塗面之產品，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h）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
環或圈環。
。
。。

目註：
1.─本章下列名詞之涵義如下：
（a）銅鋅基之合金（黃銅）
銅及鋅之合金，不論是否含有其他元素。如含有其他元素時：
─鋅之重量超過任何其他每一元素者；
─鎳之重量小於 5％〔參考銅鎳鋅合金（鎳銀）〕；及
─錫之重量小於 3％〔參考銅錫合金（青銅）〕。
（b）銅錫基之合金（青銅）
銅及錫之合金，不論是否含有其他元素，如含其他元素，錫之重量較任何其他一種元素均大，但錫
重量在 3％及以上時，鋅重量可超過錫重量，但必須少於 10％者。
（c）銅鎳鋅基之合金（鎳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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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鎳及鋅之合金，不論是否含有其他元素。鎳重量在 5％及以上者〔參考銅鋅合金（黃銅）〕。
（d）銅鎳基之合金
銅及鎳之合金，不論是否含有其他元素，但任何情形下鋅重量未逾 1％。如含有其他元素時，鎳重
量超過其他每一元素。

總

則

本章係包括銅、銅合金及其若干製品。
銅係自各種礦砂提煉而得（參見第 26.03 節註解）亦有提自原銅或廢銅者。
銅亦可用乾煉方式自硫化礦砂中回收，在過程中必要時粉狀及濃縮之礦砂，可加以烘焙以除去多餘之硫及在
熔爐中熔解以產生冰銅或粗錠。
在若干情形下，濃縮之礦砂無須事先烘焙，可在空氣或氧閃光熔爐（「閃光熔解」）中熔解。
冰銅則在轉化爐中處理以消除大部份之鐵及硫而產生「氣泡銅」（因其表面粗糙起泡而名）。氣泡銅置於反
射爐中精煉以產生火精煉銅，必要時可再經電解精煉。
濕提煉法（過濾法）亦適用於氧化礦及若干其他礦砂及渣滓（參見第 74.01 節註解）。
*
* *

銅頗富延展性及韌性，是僅次於銀之熱與電之最佳導體。純銅在電氣上以銅線的型態廣為應用，或以盤捲或
板的型態當作冷凍上之基本元件，但以一般用途而言，銅主要以合金的型態應用。
*
* *

根據第十五類類註 5 規定（見該類總則註解），銅基金屬合金按銅分類包括下列各項：
（1）銅鋅基合金（黃銅）（見目註 1（a）即成份不同之銅及鋅之合金，例如用途甚多之黃銅；專製仿首飾及裝
飾品用之鍍金材料（銅貝）。
銅鋅合金含有少量其他金屬者則成具特別性質之特種黃銅。特種黃銅包括高張力黃銅（通常稱為青銅
錳），其係用於造船業，如同鉛黃銅、鐵黃銅、鋁黃銅及矽黃銅。
（2）銅錫基合金（青銅）（見目註 1（b）），有時含有具特殊性質之其他物質。青銅包括鑄幣青銅；硬青銅，
係用於製造齒輪；軸承及其他機器零件者；鑄鐘用銅；彫像用銅；青銅鉛用於軸承者；青銅磷，用以製造
彈簧及編織金屬絲紗濾器及屏簾等用之者。
（3）銅鎳鋅基合金（白銅、鎳銀）（見目註 1（c）），具良好之抗蝕性及強度。主要用於電訊裝備（電話工業
等）；其他用途包括儀器零件，分接及高品質之水管五金、滑動結件、電氣上的各種應用如夾板、彈簧、
連接器等，飾品及建築五金、化學及食品工業裝備。部份等級之此類合金亦用於餐具製造等。
（4）銅鎳基合金（鎳銅）（見目註 1（d）），經常含有少量之鋁或鐵。銅鎳基合金具有抵抗海水腐蝕之特性，
因此被廣泛使用於輪機及造船業，特別是冷凝器或管路，以及製造錢幣或電阻器。
（5）鋁青銅：主要成分為銅及鋁，用於高強度、防蝕及硬度為重要考量因素之工程上。
（6）鈹銅（亦稱為鈹青銅）主要成分為銅及鈹，由於堅硬、高強度，及抗蝕性，用於製造各種彈簧、塑膠模、
電阻焊電極、及不生火花之工具。
（7）矽銅：主要成分為銅及矽，具高強度及抗蝕性。其使用於例如：貯藏槽、螺栓及繫結物之製造。
（8）鉻銅：主要用作電阻焊電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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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A）冶銅時所產生之硫碴及其他中間產物，以及未經塑性加工銅、廢料及碎屑（第 74.01 至 74.05 節）。
（B）銅粉及磷片（第 74.06 節）。
（C）第 74.03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銅，經輾軋、擠、拉、或鍛造所產生之製品（第 74.07 至 74.10 節）。
（D）列入第 74.11 至 74.18 節之各種物品，及第 74.19 節之其他銅製品，但第十五類類註 1 所列者及列入第八十
二或八十三章，或更明顯列入本分類之其他各章者除外。
為改良外觀或性質等，銅之製品時常以各種方式處理。此等處理方式通常為第七十二章
註解總則所提及，且不影響貨品之分類。
*
* *

複合產品尤其是製成品之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74.01-鑌（冰）銅；銅泥（沈澱銅）。
（A）鑌（冰）銅：
冰銅係將硫化銅礦石經融解後，自礦皮中將硫化銅及成溶渣狀之其他金屬分離而得，殘渣並浮於冰銅
表面。冰銅主要含有銅及硫化鐵，普通呈黑色或棕色之顆粒狀（將熔融之冰銅傾於水中而得），或成暗晦
而具金屬外觀之天然塊狀。
（B）銅泥（沈澱銅）：
銅泥（沈澱銅）係以沈澱方式（滲碳法）獲得，將鐵加入過濾後之某種熔解礦石或殘餘物之水溶液內
而得。其屬黑色細微粉末，及含氧化物及不溶解之雜質。有時用製造防銹漆及農業用殺菌劑，而更多用以
加入熔爐之爐料內以產製冰銅。
銅泥不可與第 74.06 節之銅粉混淆，後者不含雜質。

74.02-未精煉銅，供電解法精煉用之陽極銅。
本節包括：
（1）粗銅：粗銅為非純銅形態，通常在鼓風爐中熔解氧化銅礦石或非純銅之碎屑而得。粗銅之銅成分變化相當
大，以重量計其範圍通常約在 60 至 85％之間。
（2）氣泡銅：氣泡銅為非純銅形態，係以吹空氣通過熔融狀冰銅方法製造而成。在轉化過程中硫、鐵及其他雜
質被氧化。氣泡銅之銅成分以重量計，一般約為 98％。
（3）用於電解精煉之陽極銅。
以完全融解法製成之精煉銅部份係鑄成陽極，以為進一步電解精煉之用。此陽極通常製成片條狀，並
鑄有兩耳以便懸掛於電解精煉槽內。但此不可與電鍍用陽極銅混淆（第 74.19）。

74.03-精煉銅及銅合金，未經塑性加工者。
-精煉銅：
7403.11--陰極及陰極型
7403.12--拉線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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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3.13--小坯
7403.19--其他
-銅合金：
7403.21--銅鋅基之合金（黃銅）
7403.22--銅錫基之合金（青銅）
7403.29--其他銅合金（第 74.05 節之母合金除外）
本節包括未經塑性加工之精煉銅及銅合金（分別定義於章註 1（a）及 1（b））。
精煉銅以重量計至少含 99.85％之銅，係以電解精煉、電解萃取、化學精煉或火法精煉而得，其他精煉銅（以
重量計至少含 97.5％之銅），通常係由上述之精煉銅與一種或一種以上之其他元素混合，而以章註 1（a）中表列
之重量百分比為上限而得。
精煉銅鑄成錠或錠條，以便重熔（例如用於合金）或鑄成拉線條料，扁坯以用於軋製，或鑄成小坯（包括圓
形橫斷面）及類似形式者，以供軋、擠、拉或鍛造成板、片、帶條、線、管及其他製品。
電解法精煉之銅有時以陰極之板或片組成，板片繫有兩鉤，用以將原來之起動片懸掛於電解槽中，但有時鉤
已切除，有時板或片已裁切成段。
精煉銅有成彈丸狀者，主要係製造合金之用，亦有磨成粉者。但銅粉及鱗片歸屬於第 74.06 節。
本節亦包括鑄造及燒結之扁坯、條、桿及錠，然以其產製後未再加工者為限，但僅經普通修剪或除銹（去除
沈於底或浮於面上之大部份氧化亞銅），或經鉋削、切成碎片、研磨等，以消除沈積或鑄製時所產生之缺點者，
或一端以機器處理供檢查之用（品質管制），而尚未進一步加工者不計。
燒結產品係由銅粉或銅合金粉與其他金屬粉壓製（壓緊）及燒結（燒至相當之溫度，但在該金屬之融點之下）
而得。燒結之產品為多孔形，強度低，應予輾軋、擠壓、鍛冶、使成可利用之密度。但經輾軋等製程之產品，不
歸入本節（例如第 74.07、74.09 節）。
本節亦包括拉線條料及小坯，其兩端逐漸尖削或經機器加工，以便改製，例如成為拉線備料（線桿）或管。
依據上述產製後有關加工之規定，歸入本節鑄成之條及桿得包括下列兩項：
（1）在特製之模中精確鑄成之產品（有時稱為「射出物品」），成圓、方或六角形且一般長度不超過 1 公尺者。
（2）較長之產品，得自連續鑄造法，以融解之銅液連續不斷地傾入冰冷模中迅速凝固而得。
射出連續鑄製條二者均可供輾軋、抽拉或擠成銅條之用。

74.04-銅廢料及碎屑。
第 72.04 節註解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但不包括列入第 26.20 節之含銅熔
渣、灰末及渣滓。本節之銅廢料包括冷拉之淤渣，係由銅之拉製而產生，主要由銅粉與拉製過程中所用之潤滑劑
混合而成。
本節不包括錠，或由重熔之銅廢料及碎屑所鑄成之類似形狀之未經塑性加工品（第 74.03 節）。

74.05-銅母合金。
銅母合金之定義見章註 1（c）。
歸入本節之銅母合金，係指合金中含有其他元素重量超過銅重之 10％者。此等合金因其組成份之關係，質地
太脆，不適合於一般金屬加工。故加入融點較高之其他元素，或氧化作用高之元素（例如，鋁、鎘、砷、鎂），
或在融點昇華之元素於黃銅、青銅或青銅鋁中；或者加入脫氧劑、脫硫劑、或他類似元素（例如，鈣）後，以利
於配製若干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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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銅係作其他元素之溶劑或稀釋劑之用，其比例必須配合，以降低主合金之融點，或減少其氧化或昇華作用。
若銅之比例太高，將使引入合金內之其他元素不當地稀釋，其通常之比例應介於 30％至 90％之間。但在特殊情況
下，亦可能低於或高於此項比例限制。
因本節不包括任何銅鎳合金，即使作銅母合金之用，因不論任何比例之銅鎳合金，均具可鍛性。其他合金例
如銅錳合金及銅矽合金，因所含金屬之成份之比例不同，或具可鍛性，或不具可鍛性；在此情況下，本節僅包括
不具可鍛性之此類合金。
歸入本節之母合金有，鋁銅、鈹銅、硼銅、鎘銅、鉻銅、鐵銅、鎂銅、錳銅、鉬銅、矽銅、鈦銅或釩銅合金。
母合金之形狀，通常成小塊或餅塊或成脆棒或小圓球狀，並具粗鑄品之外觀。
磷化銅（磷銅）以重量計磷佔 15％以上者列入第 28.53 節。

74.06-銅粉及鱗片。
7406.10-非層狀結構之粉
7406.20-層狀結構之粉；鱗片
本節包括第十五類類註 8（b）所定義之銅粉及銅鱗片，但銅泥（沈澱銅）除外，銅泥係屬第 74.01 節之黑色
粉末。除應依照第十五類類註 7 之規定外，本節亦包括銅粉與其他卑金屬粉之混合粉末（例如青銅，其係銅粉與
錫粉之簡單混合物）。
銅粉主要係由電積法或噴霧法（即將熔化之金屬細流射入高速橫噴之水流、蒸汽、空氣或其他氣體中）產生。
除上述兩種製法之外，小量銅粉亦可由氣體還原成精細之氧化銅，或得自溶液之沈澱物；或將固體搗為粉末
而成。層狀結構之粉末及鱗片通常以箔研磨製成。層狀結構之鱗片形狀可由肉眼或借助放大鏡觀察，但真正之粉
狀則須用顯微鏡觀察之。
生產的方式決定了各種特性，例如微粒之大小及形狀（不規則形、球形、球面形或層狀）。銅粉具有層狀結
構者通常經拋光並殘留量產過程中所用之油脂或蠟質（例如硬脂酸或石蠟）。
銅粉係用於緊壓及燒結成軸承、軸套及許多其他技術上之組件，亦可用於化學或冶金之試劑，用於軟焊及硬
焊，製造特種水泥，塗覆於非金屬之表面作為電鍍之基底等。鱗片主要用做配製油漆及油墨之金屬顏料，例如噴
於塗漆之表面並黏著於其上。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若干種類之粉末或鱗片粉末，其係用以配製油漆者，有時稱之為「青銅粉」或「金粉」，而事實上此係屬化
學化合物，如某種銻鹽、二硫化錫等（第二十八章，如已成油漆狀者則列入第三十二章）。
（b）粉或鱗片，經調製成顏料、油漆或類似品者（例如，與其他顏料材料製成者，或與黏著劑或溶劑製成懸浮
液、散佈液或糊狀物者）（第三十二章）。
（c）第 74.03 節之小銅丸。
（d）由銅箔剪切而成之亮片（第 83.08 節）。

74.07-銅條、桿及型材。
7407.10-精煉銅製者
-銅合金製品：
7407.21--銅鋅基合金製品（黃銅）
7407.2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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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桿之定義見章註 1（d）；型材之定義則見章註 1（e）。
本節所列產品，一般係經輾軋、擠或拉製成，但亦可得自鍛造（不論用壓力機或鎚）。其後亦可繼之冷作處
理（如有必要經熱處理後再予冷作處理），諸如冷拉、矯直或其他處理方式，使產品成具有較高精度之產品。此
類產品亦可再經加工（如鑽孔、沖孔、扭曲或摺疊），惟此等加工以未使其具有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本節亦包括鰭狀或鰓狀凸片之管或空心型材及擠製之管。但管材之凸片若為黏著式，例如熔接者，則不在本節內，
其通常歸屬於第 74.19 節。
經鑄造而成之條或桿（包括所謂「射出物」及連續鑄造條）或經燒結而成者，如製成後僅經簡單之修剪或除
去銹皮而未另行加工者，列入第 74.03 節。但雖經過進一步之加工，然而不具其他節之產品特性者，則列入本節
內。
拉線條料及小坯其兩端削尖或經其他加工以便插入機器轉製成，例如拉線備料（盤元）或管者，列於第 74.03
節。

74.08-銅線。
-精煉銅製者：
7408.11--最大橫斷面直徑超過 6 公厘者
7408.19--其他
-銅合金製品：
7408.21--銅鋅基合金（黃銅）製者
7408.22--由銅鎳基合金（鎳銅）或銅鎳鋅基合金（白銅、鎳銀）製品
7408.29--其他
線之定義見章註 1（f）。
線係經輾軋、擠或拉製而成，成捲盤形。此亦適用於第 74.07 節註解的第二段。

本節不包括：
（a）清毒之精細青銅絲，用於外科手術縫合線者（第 30.06 節）。
（b）第 56.05 節之攙金屬之紗。
（c）以銅線加強之撚線或繩（第 56.07 節）。
（d）第 74.13 節之絞股線、纜、及其他物品。
（e）塗面之焊接電極等（第 83.11 節）。
（f）絕緣電線及電纜（包括漆包線）（第 85.44 節）。
（g）樂器用弦（第 92.09 節）。

74.09-銅板、片及扁條，厚度超過 0.15 公厘者。
-精煉銅製者：
7409.11--成捲者
7409.19--其他
-銅鋅基合金（黃銅）製者：
7409.21--成捲者
7409.2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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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錫基合金（青銅）製者：
7409.31--成捲者
7409.39--其他
7409.40-銅鎳基合金（鎳銅）或銅鎳鋅基合金（洋銀）製品
7409.90-其他合金銅製者
本節包括章註 1（g）所定義之產品而其厚度超過 0.15 公厘者。板及片通常係以第 74.03 節之若干產品經熱軋
或冷軋而得；銅帶則經輾軋、或將銅片切割而成。
所有此類貨物如經加工（例如：切割成型、穿孔、做成波狀、加肋線、成槽狀、拋光、塗面、壓花或將邊磨
圓），仍歸屬本節，惟不得因此致使其具有其他節產品之特性（見本章 1(g)）。
厚度 0.15 公厘之極限值包含油漆等塗面之厚度在內。

本節不包括：
（a）厚度不超過 0.15 公厘之箔（第 74.10 節）。
（b）銅製拉孔片（第 74.19 節）。
（c）絕緣電扁條（第 85.44 節）。

74.10-銅箔（不論是否印花或以紙、紙板、塑膠、或類似襯料襯墊者），其厚度（不包括襯物
）不超過 0.15 公厘。
-未襯者：
7410.11--精煉銅製者
7410.12--合金銅製者
-有襯者：
7410.21--精煉銅製者
7410.22--銅合金製者
本節包括章註 1（g）所定義之產品，而其厚度不超過 0.15 公厘者。
列入本節之銅箔，係經輾軋、鎚薄、或電解而得。其屬極薄之片（在任何情形下，其厚度不得超過 0.15 公厘）。
最薄之銅箔用於仿鍍金品等，性質極脆，通常以紙張夾層，且成小冊狀。其他銅箔如製造裝飾用品者，經常襯以
紙張、紙板、塑膠或其他類似之襯物，其係為便於處理或運輸，或其後之加工等。銅箔不論已否壓花、切成形（長
方形或其他形狀）、穿孔、塗面（鍍金、鍍銀、塗漆等）或印花者仍列入本節。
0.15 公厘厚度的限值應包括漆料等，但不包括襯底之紙張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燙印用箔（亦稱模箔），由銅粉以白明膠、膠或其他黏合劑凝固而成，或以銅積存於紙張、塑膠或其他支持
物上，用以印刷書面、帽帶等（第 32.12 節）。
（b）已印刷之銅箔標籤可視為是靠印刷賦予特徵的物件（第 49.11 節）。
（c）第 56.05 節之攙金屬之紗。
（d）厚度超過 0.15 公厘之板、片及扁條（第 74.09 節）。
（e）具聖誕樹裝飾品形狀之箔（第 95.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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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1-銅管。
7411.10-精煉銅製者
-銅合金製者：
7411.21--銅鋅基之合金（黃銅）製者
7411.22--銅鎳基之合金（鎳銅）或銅鎳鋅基之合金（白銅、鎳銀）製者
7411.29--其他
管之定義見章註 1（h）。
第 73.04 節至第 73.06 節關於貨品範圍及生產方法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多數銅管均屬無接縫，但亦有在銅帶邊緣以硬焊、熔接使其連接，或用其他方法製成。無縫管則先將棒條穿
洞與壓擠而成管坯件，然後熱軋或冷拉經過模具製成所需之大小。惟為配合某些用途，管材亦可經擠出成所需之
尺寸不必經拉模手續。
銅管在工業上用途甚廣（例如做為烹飪、加熱、冷卻、蒸餾、精煉及蒸發等之用具），在建築方面作為家庭
或一般給水管或瓦斯管。合金銅製成之凝結管廣泛地用於船隻及電力供應站，主要因其具有強大之抗蝕作用，尤
其對於鹽水。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擠製之空心型材包括鰭狀或鰓狀之凸片管（第 74.07 節）。
（b）管配件（第 74.12 節）。
（c）管材其凸片為固定者，例如以熔接方式固定（一般屬第 74.19 節）。
（d）撓性管（第 83.07 節）。
（e）銅管已製成可識別為列入其他各章者，例如機械零件（第十六類）。

74.12-銅管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7412.10-精煉銅製者
7412.20-銅合金製者
第 73.07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用於組合或固定管材之螺栓及螺帽（第 74.15 節）。
（b）附有栓塞、旋塞、閥等之配件（第 84.81 節）。

74.13-銅製絞股線、纜、編帶及類似製品，非電氣絕緣者。
第 73.12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銅因具有優良之導電性，通常用於製造電線及電纜；不論其中是否含有鐵芯或其他金屬芯，均列入本節，但
銅必需為佔重量最多之組成金屬（見第十五類類註 7）。
本節不包括絕緣電線及電纜（第 85.44 節）。

[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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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5-銅製或附有銅質釘頭之鋼鐵製釘、平頭釘、圖釘、U 型釘（第 83.05 節者除外）及類似製
品；銅製螺釘、螺栓、螺帽、螺旋鉤、鉚釘、橫梢、開口梢、墊圈（包括彈簧墊圈）及
類似品（＋）。
7415.10-釘與平頭釘、圖釘、U 型釘及類似品
-其他製品，無螺紋者：
7415.21--墊圈（包括彈簧墊圈）
7415.29--其他
-其他螺紋製品：
7415.33--螺釘；螺栓及螺帽
7415.39--其他
第 73.17 及 73.18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此外本節尚包括鋼或鐵製釘而有銅頭者（主要用
於室內裝潢或其他裝飾）。
鞋用保護器不論有無固定用尖端者皆不包括在內（第 74.19 節）。
。
。。

目註解：
第 7415.33 目
「螺釘」一詞不包括螺旋鉤及螺旋圈；螺旋及螺旋圈歸屬於第 7415.39 目。

[74.16]

[74.17]

74.18-銅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品及其零件；銅製洗鍋物及洗濯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銅
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7418.10-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洗鍋物及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7418.20-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第 73.21、73.23 及 73.24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尤其包括一般供家庭使用之銅製烹飪或加熱用具，例如：通常供旅行、露營等及家庭用之小型用具諸如
石油爐、石蠟油爐、酒精爐。本節亦包括第 73.22 節註解所述之家庭用器具。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具有工具性質之家用品（第八十二章）（見第 73.23 節之註解）。
（b）噴燈（第 82.05 節）。
（c）利口器、匙、叉、杓等（第 82.11 至 82.15 節）。
（d）第 83.06 節之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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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第 84.19 節之機器、工廠或實驗室用之加熱、烹飪、烘烤、蒸餾等機器設備，例如：
（i）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家庭用或非家庭用）。
（ii）櫃台式煮咖啡壺及若干非供家庭用之其他特殊用加熱、烹飪等器具。
（f）第八十五章之家用設備（尤其列入第 85.09 或 85.16 節之用具及器具）。
（g）第九十四章之物品。
（h）手用細眼篩（第 96.04 節）。
（ij）抽箊用打火機及其他打火機（第 96.13 節）。
（k）香水用噴霧器及類似之噴霧器（第 96.16 節）。

74.19-其他銅製品（＋）。
7419.10-鏈及其零件
-其他：
7419.91--鑄、模、衝或鍛製，但未進一步加工者
7419.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銅製品，但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十五類類註 1 所包括者，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載明包括者，
或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本節尤其包括下列各項：
（1）銅製安全別針及其他別針（不包括帽針、其他裝飾用針及圖釘）而未列入其他各節者。
（2）銅製貯器、容槽、大桶及類似容器，貯藏之物質及容量不限，不論其是否有襯裡或隔熱裝置，但無機械或
熱力設備者（見第 73.09 及 73.10 節之註解）。
（3）供貯藏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容器（參見第 73.11 節之註解）。
（4）銅鏈及其零件（見第 73.15 節之註解），不包括具有仿首飾性質之鏈條（例如錶鏈及小裝飾鏈）（第 71.17
節）。
（5）第 73.25 及 73.26 節之註解所列的銅製品。
（6）電鍍用陽極銅或銅合金（例如黃銅）（參見第 75.08 節註解之（A）部份）。
（7）凸片管材其鰭狀或鰓狀片為固定，例如以熔接方式固定，而未列入其他各節者。
（8）銅線製布、柵格與網及銅製拉孔片。
（9）彈簧，第 91.14 節鐘或錶彈簧除外。

本節不包括：
（a）金屬線製成之編織物，供衣著、飾品類之用（第 58.09 節）。
（b）銅線網製之金屬銲板（第 83.11 節）。
（c）銅線布製之手用粗眼篩或細眼篩（第 96.04 節）。
。
。。

目註解：
第 7419.91 目
第 7326.11 及 7326.19 目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目產品。其為鑄造或模造者，並得修切其澆口及冒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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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或其橫斷面為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
有圓角。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
小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
特性者為限。
（b）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c）線
軋、擠或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
直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方
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d）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75.02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未超過寬度之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 75.06 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鈕釦形、
菱形）及經穿孔、波浪化、拋光或塗面之產品，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環或
圈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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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
1.─本章下列名詞之涵義如下：
（a）鎳（非合金者）
含鎳加鈷量以重量計最少在 99％者，並需：
（i）含鈷重量不超過 1.5％者，且
（ii）含任何其他元素之重量以不超過下表所列限量為限：

其他元素表
元素

最大含量（重量百分率）

Fe 鐵

0.5

O氧

0.4

每種其他元素

0.3

（b）鎳合金
鎳之重量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金屬並需：
（i）鈷重量超過 1.5％者，
（ii）其他元素至少有一種其重量比前表所列限量為大，或
（iii）鎳及鈷除外之元素總重量超過 1％。
2.─章註 1（c）雖有規定，但第 7508.10 目所稱之「線」僅適用任何形狀橫斷面其尺寸均不超過 6 公厘之不論成捲
與否之產品。

總

則

本章包括鎳及其合金，以及若干鎳製品。
鎳係較硬、灰白色之金屬，熔點為 1453℃。具有磁鐵性、韌性及延展性，強而具有抗腐蝕及抗氧化力。
*
* *

鎳之主要用途為製造多種合金(尤其合金鋼)，以電解沉積法塗佈於其他金屬，或於多種化學反應中用作催化
劑。非合金之鍛製鎳，亦在化學工廠中大量使用。此外鎳及鎳合金亦用於鑄硬幣。
*
* *

依據第十五類類註 5 說明，列入本章之主要鎳合金包括下列各項：
（1）鎳鐵合金。因具有高度磁性滲透力及低度磁滯現象，用於製造水底纜、感應圈之芯、磁屏蔽等。
（2）鎳鉻或鎳鉻鐵合金。包括多種商業用材料，須於高溫及易於腐蝕之環境中，具有高強度、絕佳之抗氧化及
抗銹力者。此等材料在電阻加熱器具中充作加熱元件，或在鋼及其他金屬熱處理過程中充作馬弗罩及蒸餾
罐之組成物，或成管子形狀用於高溫化學或石化製程作業中。又在此類合金中，有若干被稱為「超級合金」
者，係經特別處理，故雖在溫度極高之飛機渦輪中，仍具高強度，用以製造飛機之渦輪葉片、螺旋槳葉片、
燃燒器、轉接部件等。通常此等合金含有少量之鉬、鎢、鈮、鋁、鈦等。此類金屬之加入，可明顯有效地
提昇鎳合金之強度。

─ 1086 ─

Ch.75
（3）鎳銅合金。鎳銅合金除具有優良之抗蝕性外，其強度亦佳，係用於製造螺旋槳軸、緊固件，亦用於泵、活
塞、管件及其他設備常暴露於若干礦物及有機酸或鹼及鹽類者。
*
* *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
（A）鎳硫、氧化鎳燒結物及冶煉鎳礦之中間產物，以及未經塑性加工之鎳，廢料與碎屑（第 75.01 至 75.03 節）。
（B）鎳粉及鱗片（第 75.04 節）。
（C）一般得自第 75.02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鎳，經輾軋、鑄造、拉或擠製而成之製品（第 75.05 及 75.06 節）。
（D）管及其配件（第 75.07 節）、電鍍用陽極鎳與列入第 75.08 節之所有鎳製品，但不包括第十五類類註 1 所列
者，或列入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或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
*
* *

為改良外觀或性質等，鎳之各種產製品時常以各種方式處理。此等處理方式已在第 72 章註解總則內說明，
惟並不影響此類貨品之分類（但電鍍用陽極鎳除外（見第 75.08 節）。
*
* *

複合製品之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75.01-鑌鎳、氧化鎳燒結物及冶煉鎳時所得之其他中間產品。
7501.10-鑌鎳
7501.20-氧化鎳燒結物及冶煉鎳所得之其他中間產品
（1）鑌鎳
鑌鎳係處理（焙烤、熔解等）鎳之礦砂而得；按其所採用之礦石及冶煉方法含有硫化鎳鐵、硫化鎳鐵
銅、硫化鎳、或硫化鎳銅等。
鑌鎳通常呈塊狀或片條狀（常碎裂成小塊以便包裝或運輸）；粒狀或粉狀（尤其是若干鎳硫碴）。
此等鑌鎳係用以生產未經塑性加工之鎳。
（2）冶煉鎳所得之其他中間產品。
此類產品包括：
（i）不純之鎳氧化物，例如氧化鎳燒結物、粉狀氧化鎳（綠氧化鎳）。係處理硫化鎳鐵礦或氧化鎳鐵礦所
得。主要用於製造合金鋼。
氧化鎳燒結物經常為粉狀或呈塊狀達到 50 公厘者。
（ii）不精純之鐵鎳，由於其含有大量硫（0.5％（含）以上）、磷、及其他雜質，如未經精煉，不能於鋼鐵
工業中充作合金產品。精煉之鐵鎳，幾全部供鋼鐵工業生產特殊鋼之用；因此依照第七十二章章註 1
（c）之說明應歸入第 72.02 節。
（iii）鎳黃渣，為團塊狀砷化物之混合物，目前並無重大商業價值。

75.02-未經塑性加工鎳。
7502.10-鎳，非合金者
7502.20-鎳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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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塑性加工之鎳通常呈錠、坯塊、珠、扁平、立方體、小盤、磚形物、彈丸、陰極板或其他電解沉積法成
型之形狀。
主要用以製造合金鋼及非鐵合金、或生產某種化學品之添加劑。其中若可放於鈦籃中供鍍鎳之用，或以之產
製鎳粉。
未精煉之鎳，一般鑄成陽極鎳，以供電解精煉。此等陽極鎳面通常成片條狀，附鑄二耳以便懸掛於電解精煉
槽內。
但不得與第 75.08 節註解所指之電鍍用陽極鎳混淆。
陰極鎳，以精煉鎳經電解堆積於「起動片」上而得之板狀物，該片設有二鎳環以便懸掛於電解精煉槽中。電
解堆積物逐漸集結後，「起動片」即形成整體而不可分割之陰極鎳。
未修剪之陰極鎳，通常於運輸時，其鎳環仍未移去，在焊接時生長成為堆積鎳，但不得與若干裝於電鍍陽極
鎳上之懸浮鉤混淆。未修剪之陰極鎳其體積（約為 96×71×1.25 公分）較片狀之電鍍用陽極鎳為大，後者之寬度極
少超過 30.5 公分。
陰極僅經修剪，切成帶狀或長方形小片者，不論其大小或作何種用途，均列入本節。其與列入第 75.08 節之
電鍍用陽極鎳區別之處，在於未裝配或備有吊鉤裝置（例如穿孔或製螺牙）。
本節不包括鎳粉及鱗片（第 75.04 節）。

75.03-鎳廢料及碎屑。
第 72.04 節之註解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製鎳所產生之熔渣、灰末及渣滓（第 26.20 節）。
（b）錠及類似之未經塑性加工形狀，其由重熔之鎳廢料及碎屑鑄成者（第 75.02 節）。

75.04-鎳粉及鱗片。
本節包括所有型式之鎳粉及鱗片而不論其用途為何、粉末之定義見第十五類類註 8（b）。
依據其物理特性，鎳粉及鱗片於非合金狀態中，可用以製造鎳鎘蓄電池之電極板；製造硫酸鎳、鹽酸鎳及其
他鎳鹽；作為碳化金屬之黏著劑；產製鎳合金（例如合金鋼）及作為觸媒劑。
此類粉片不論精純狀態或合金狀態，或與其他金屬粉混合（如鐵粉）者，均可用以固結或燒結成工業產品，
如磁鐵，或直接輾軋成片、扁條及箔。
本節不包括氧化鎳燒結物（第 75.01 節）。

75.05-鎳條、桿、型材及線。
-條、桿及型：
7505.11--鎳，非合金者
7505.12--鎳合金者
-線：
7505.21--鎳，非合金者
7505.22--鎳合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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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定義於章註 1（a）、（b）及 1（c）之產品，除關於電鍍用陽極鎳之特別規定外（見第 75.08 節註解），
猶如銅製之類似貨品。因此除該特別規定外，第 74.07 及 74.08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攙金屬之紗（第 56.05 節）。
（b）已製作備結構物用之條、桿或型材（第 75.08 節）。
（c）絕緣電條（通常稱為「匯流排」）及電線（包括漆包線）（第 85.44 節）。

75.06-鎳板、片、扁條及箔。
7506.10-鎳，非合金者
7506.20-鎳合金者
本節包括章註 1（e）所定義之板、片、扁條及箔；係與第 74.09 及 74.10 節之註解所敘述之銅製品相當。
鎳板與鎳片可用焊接或輾軋等方法包覆在鋼或鐵之外面，再用以建造設備，尤其是化學工業用之設備。
本節不包括拉孔片（第 75.08 節）。

75.07-鎳管及管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管：
7507.11--鎳，非合金者
7507.12--鎳合金者
7507.20-管配件
管之定義見章註 1（e）。
第 73.04 至 73.07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由於具有抗蝕性（抗酸、蒸氣等之腐蝕）鎳及鎳合金管及配件係用作化學、食品、製紙等工業之設備，製造
蒸汽凝汽機；皮下注射針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空心之型材（第 75.05 節）。
（b）用以組合或固定管材之鎳製螺栓及螺帽等（第 75.08 節）。
（c）配件，附有栓塞、旋塞、閥等（第 84.81 節）。
（d）管或其配件已製成明確可識別之製品者，例如機械零件（第十六類）。

75.08-其他鎳製品。
7508.10-鎳線製布、柵格及網
7508.90-其他
（A）電鍍用陽極鎳，包括電解產品
本組物品包括電解沉堆積製得之電鍍用精煉陽極鎳，不論以鑄造、輾軋、抽拉、擠壓或以第 75.02 節之陰極
鎳或其他電解沉積製成者。此等陽極鎳得為下列兩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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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特殊形狀者（星形、環形、特殊之剖面形），可提供最大之陽極面積，以適合電鍍物品之需要，如為條
狀陽極者（卵形、橢圓形、長斜方形或鑽石形之橫斷面），其長度適於用作陽極鎳；或
（2）呈板狀（扁平或弧形）、帶狀、片狀、碟狀、半球狀或球狀。列入本節之物品必需具有有電鍍陽極鎳之型
態，亦即必需裝有吊鉤可懸掛於電鍍槽內，或備有吊鉤裝置者（例如加螺牙、穿孔或刻螺絲陰紋）。
此類陽極鎳，一般之純度極高，但在製造過程中可能保留若干少量物質，或在製造過程中故意加入，俾於如
陽極鎳去極時，可確保整個鍍面更為均勻地解離，避免鎳在解離時損失而形成淤渣。此種特性及上述之識別用特
徵，可使電鍍用陽極鎳與曾於第 75.02 節之註解第二段所提及之電解精煉用鑄造陽極鎳易於區別，鑄造陽極鎳不
列入本節。
此類傳統之鍍鎳用陽極鎳，正越來越頻繁地被陽極籃所取代，亦即置於鈦籃中之未經塑性加工之鎳，如鎳小
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不論作鍍鎳用或改變為電鍍用之陽極鎳者：
（a）板（陰極板）僅由電解法產生，未修剪或已修剪，切成帶狀或長方形小片，但未進一步加工者（第 75.02 節）。
（b）未經塑性加工之鎳丸（第 75.02 節）。
（c）鎳條，僅經過簡單之鑄造、輾軋或擠壓，而尚未經過成形、截長或如前述方法之加工者（第 75.02 或 75.05
節）。
（d）板、僅經輾軋者（第 75.06 節）。

（B）其他
本組包括所有鎳製品，但前組或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十五類類註 1.所包括者，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載明包
括者，或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本組尚包括下列項：
（1）結構物如窗框，以及結構物之組合零件。
（2）任何容量之貯器、桶及類似容器，未裝配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3）鎳線製布、格狀、網狀物及鎳質拉孔片。
（4）鎳製釘、平頭釘、螺帽、螺栓、螺釘及其他於第 73.17 及 73.18 節註解所敘述之物品。
（5）彈簧，但列入第 91.14 節之鐘錶用彈簧除外。
（6）家庭及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7）鑄幣用之鎳片，其外形呈碟狀具隆起之邊緣者。
（8）鎳製品，其與第 73.25 及 73.26 節註解所述之鋼或鐵製品相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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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如係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
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
限。
（b）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限。
（c）線
軋、擠、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孤，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
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方形
（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其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d）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76.01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未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 76.06 及 76.07 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
鈕釦形、菱形）及經穿孔、波浪化、拋光或塗面之產品，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
環或圈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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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
1.─本章下列名稱之涵義如下：
（a）鋁（非合金）
以重量計金屬含鋁量最少在 99％，但所含任何其他元素之重量以不超過下表所列限量為限：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最大含量（重量百分率）

Fe+Si

1

（鐵加矽）
每種其他元素

0.1

(1)

(2)

(1)其他元素包括：鉻、銅、鎂、錳、鎳、鋅。
(2)若鉻或錳之含量不超過 0.05％，銅之含量可大於
0.1％，但不超過 0.2％。

（b）鋁合金
鋁之重量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金屬，並需：
（1）其他元素或鐵加矽（合計）至少有一種其重量比前表所列限量為大；或
（2）其他元素之總重量超過 1％者。
2.─章註 1（c）雖有規定，但第 7616.91 目所稱之「線」僅適用任何形狀橫斷面其尺寸均不超過 6 公厘之不論成捲
與否之產品。

總

則

本章包含有鋁、鋁合金及其製品。
鋁主要得自鋁礬土，一種天然之水化礬土（見第 26.06 節註解）。提取製造的第一步是先將鋁礬土提煉成純
的氧化鋁，在此過程中先鍛燒地表礦石，再以氫氧化鈉處理產生鋁酸鈉溶液，繼而過濾去除不溶物雜質（氧化鐵、
矽化合物等），然後鋁以氫氧化鋁的形態沈澱出來，再鍛燒成純的白色粉末狀之氧化鋁，然而，氫氧化鋁及氧化
鋁分類於第 28 章。
第二步驟，係將氧化鋁溶解於融化之冰晶體（冰晶體為氟化鈉鋁，它僅當作溶劑）中再以電解還原提煉得到
金屬。電解在碳襯裏的槽內進行，槽作陰極，碳棒作陽極。鋁沈積在槽之底部之虹吸管吸上來。通常在精煉後鑄
造成塊、錠、小坯、扁塊、製線條料等，經重複的電解可得到近乎純的鋁。
鋁也可經處理其他的礦石如白榴子石而取得，或將鋁廢料及廢屑再熔解及處理殘渣（溶渣、浮渣等）而得。
*
* *

鋁是一種藍白色具有質輕特徵的金屬，鋁具延性且易軋、拉、鍛造、壓印及鑄造等。一如其他金屬，鋁也適
合擠壓及壓鑄，現今它能夠用來軟焊。鋁是熱及電的優良導體及非常好的反射器，由於金屬表面可自然生成氧化
膜保護金屬，故可藉陽極化法或化學處理之使產生更厚之人工氧化膜；有時在處理過程中其表面亦可加以染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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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可與其他元素像銅、鎂、矽、鋅或錳製成合金增強其硬度及韌性。這些合金亦可藉時效硬化處理來改善，
這些製程可能還要經過回火。
依第十五類類註 5 規定（參閱該類註解總則）可能歸入本章之主要鋁合金為：
（1）鋁銅合金。此係以鋁作基材含有少量銅的合金。
（2）鋁鋅銅合金。
（3）鋁矽合金。（例如 alpax,silumin 等）。
（4）鋁錳鎂合金。
（5）鋁鎂矽合金（例如 almelec,aldrey 等）。
（6）鋁銅鎂錳合金（例如 duralumin）。
（7）鋁鎂合金（例如 magnalium）。
（8）鋁錳合金。
（9）鋁鋅鎂合金。
這些合金的大部份可能含有少量的鐵、鎳、鉻等。並依照其來源國別，上市者往往有不同之商品名稱。
*
* *

鋁及其合金的特殊性質受到喜愛而廣泛使用於：航空器、汽車或造船工業、建築工業、鐵路工程或電車車輛、
電氣工業（如作電纜）、所有型式的容器（各種容積之貯水器及大同、運輸桶、圓筒等），家庭或廚房用器具、
箔製品等。
*
* *

本章包含：
（A）未經塑性加工鋁、廢料及碎屑（第 76.01 及 76.02 節）。
（B）鋁粉及鱗片（第 76.03 節）。
（C）第 76.01 節未經塑性加工鋁經軋、擠、拉或鍛造得到的產品（第 76.04 至 76.07 節）。
（D）載明在第 76.08 至 76.15 節的各種製品，以及屬於第 76.16 節之其他的製品，但已列於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
或更明確歸屬其他章節者除外。
本章不包括燒結鋁及礬土所得到的產品如瓷金（第 81.13 節）。
*
* *

鋁及鋁合金常用各種處理方法來改善金屬的性質或外觀，或用以防護侵蝕等。這些處理方法通常為第七十二
章註解總則末段所提及且不影響貨品的分類。
*
* *

複合品特別是製成品的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76.01-未經塑性加工鋁。
7601.10-鋁，非合金
7601.20-鋁合金
本節包含用電解鋁或再熔之廢料或碎屑鑄造製造的液狀、片、錠、條、板、Ｖ型棒、製線條料或類似產品之
未經塑性加工鋁，這些貨品一般用來軋、鍛造、拉、擠、鎚或再熔及鑄造成各種型式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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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鋁丸，主要用於冶金（像去氧化劑，特別是在鋼或鐵的製造）。
本節也包括鑄造和燒結的條棒等（見第 74.03 節註解，該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鋁粉及鱗片（第 76.03 節）。

76.02-鋁廢料或碎屑。
第 72.04 節註解中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鋁廢料與碎屑是鋁工業原料主要來源之一，在冶金上它也被用做去氧化劑或脫碳劑。

本節不包括：
（a）冶煉鋼鐵所產生之溶渣、浮渣等之含有矽酸鹽而可回收鋁者（第 26.18 或 26.19 節）。
（b）製鋁所產生之熔渣、灰末與渣滓（第 26.20 節）。
（c）錠及類似未經塑性加工形狀，由重熔的鋁廢料及碎屑鑄造而得者（第 76.01 節）。

76.03-鋁粉及鱗片。
7603.10-非薄片結構之粉
7603.20-薄片結構之粉、鱗片
本節包含第十五類類註 8（b）所定義的鋁粉及鱗片。一般而言這些貨品相當於銅製品，因此第 74.06 節註解
經必要變動後適用於本節。鋁粉及鱗片，也用在燈火製造，當作熱發生器（如在鋁熱劑製程），防止其他金屬腐
蝕（例如鋁化法、金屬滲碳法），用在火箭推進器及特殊水泥的配製。

本節不包括：
（a）粉或鱗片，經配製成顏料、塗料或類似品者（例如，與其他著色劑製成者或與結合劑或溶劑製成懸浮液、散
佈液或糊狀物者（第 32 章）。
（b）鋁丸（第 76.01 節）。
（c）由鋁箔剪切而成之亮片（第 83.08 節）。

76.04-鋁條、桿及型材。
7604.10-鋁，非合金
-鋁合金者：
7604.21--空心型材
7604.29--其他
此類定義於章註 1（a）及（b）之產品，猶如銅製之類似貨品。因此第 74.07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變動後，
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已製作備結構物用之桿與型材（第 76.10 節）。
（b）塗面之焊接用電極等（第 83.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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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5-鋁線。
-鋁，非合金：
7605.11--其最大橫斷面尺寸超過 7 公厘者
7605.19--其他
-鋁合金者：
7605.21--其最大橫斷面尺寸超過 7 公厘者
7605.29--其他
線之定義見章註 1（c）。

本節不包括：
（a）攙金屬之紗（第 56.05 節）。
（b）用鋁線加強之撚線及繩（第 56.07 節）。
（c）第 76.14 節的絞股線、纜及其他貨品。
（d）塗面之焊接用電極（第 83.11 節）。
（e）絕緣電線及電纜（包含漆包線或經陽極處理之電線）（第 85.44 節）。
（f）樂器用絃（第 92.09 節）。

76.06-鋁板、片及扁條，厚度超過 0.2 公厘者。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7606.11--鋁，非合金
7606.12--鋁合金者
-其他：
7606.91--鋁，非合金
7606.92--鋁合金者
此類定義於章註 1（d）之產品，猶如銅製之類似貨品。因此第 74.09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的變動後，適
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不超過 0.2 公厘厚之箔（第 76.07 節）。
（b）拉孔片（第 76.16 節）。

76.07-鋁箔（不論是否印花或以紙、紙板、塑膠或類似襯料襯墊者），其厚度（不包括襯物）
不超過 0.2 公厘者（＋）。
-未襯者：
7607.11--經軋製但未進一步加工者
7607.19--其他
7607.20-有襯者
本節包含定義於章註 1（d）之產品，其厚度不超過 0.2 公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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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4.10 節註解關於銅箔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鋁箔用在瓶蓋及瓶帽的製造。用於食品容器包裝，雪茄煙、香煙、煙草等包裝，鋁箔亦使用於製造第 76.03
節之精密鋁粉、波紋片用於熱絕緣、人工鍍銀，及作動物、外科之包傷。

本節不包含：
（a）燙印箔（亦稱模箔），由鋁粉組成，以白明膠、膠、或其他黏合劑凝固而成，或以鋁積存於紙、塑膠、或其
他支持物上者，用於印刷書面、帽帶等（第 32.12 節）。
（b）紙或紙板襯以鋁箔（即此面作為容器之內面）供製成牛乳、果汁或其他食品用之容器，倘若仍保有紙或紙
板之主要特性者（第 48.11 節）。
（c）已印刷之鋁箔標籤可視為是靠印刷賦予特徵的物件（第 49.11 節）。
（d）板、片及扁條，厚度超過 0.2 公厘者（第 76.06 節）。
（e）具聖誕樹裝飾品形狀之箔（第 95.05 節）。
。
。。

目註解：
第 7607.11 目
除冷軋或熱軋外，本目所屬產品亦可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1）熱處理，諸如應力消除或退火。此類處理亦可除去殘餘的輥軋潤滑油劑。
（2）修剪、剪切、切削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形狀，例如將寬扁條切割成窄扁條。
（3）細薄多層疊片之分離（捲開）。當最末道之輥軋同時軋製二捲或以上之薄膜時，此項作業乃是必需。
（4）化學去油或沖洗。此乃當未經熱處理時適度地予以完成去除殘餘油劑。

76.08-鋁管。
7608.10-鋁，非合金
7608.20-鋁合金
管之定義見章註 1（e）。
本節的管用下列製程製造：
（a）擠壓於中空鑄造或鑽孔於圓錠。
（b）長或螺旋地接縫焊接鑄造或滾成型平滾的半成品（帶條或片）。
（c）衝壓。
（d）鑄造。
擠或焊接的管可用冷軋操作而得到壁較薄，且直徑更精確及表面更好的管。
本節之管有許多用途，如用作輸油管或給水管、電線導管、傢俱的製造、熱交換機、結構體。
本節包含之管不論是否尾端穿孔或裝配有電線插頭、凸緣、環管、環等。

本節不包含：
（a）中空型材（第 76.04 節）。
（b）管配件（第 76.09 節）。
（c）撓性管（第 83.07 節）。
（d）管已製成明確可識別之製品，諸如已製作備結構物用者（第 76.10 節）、機械或車輛零件（第十六及十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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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6.09-鋁製管配件（例如：接頭、肘管、套管）。
第 73.07 及 74.12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夾子及其他經特殊設計用於組合結構物零件之裝置（第 76.10 節）。
（b）支撐管子的掛鉤及托架；用於組合或固定管子之鋁製螺絲釘及螺帽（第 76.16 節）。
（c）具有栓塞、旋塞、閥等之配件（第 84.81 節）。

76.10-鋁製結構物（第 94.06 節之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例如橋及橋體段、塔、格狀桅
桿、屋頂、屋頂架、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欄杆、柱）；鋁板、桿、型材、管及類似
品，已製作備結構物用者。
7610.10-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7610.90-其他
第 73.08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鋁製結構物零件常常與合成樹脂或橡膠混合物結合在一起，取代一般用鉚釘、螺釘等普通固定之方法。
由於鋁及鋁合金質輕之特性，有時用它取代鐵或鋼來製造結構體骨架，船之上層結構、橋、滑門、電柵或無
線電高架塔、望遠鏡支撐架、門或窗框、欄杆等。

本節不包含：
（a）組合體可識別為屬於第八十四至八十八章物品之零件者。
（b）第八十九章之浮動構造體。
（c）組合式建築物（第 94.06 節）。

76.11-鋁製貯器、容槽、桶及類似容器供貯存任何材料（壓縮或液化氣除外）其容量超過 300
公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力設備者。
第 73.09 節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因為質輕及耐腐蝕，鋁易於取代鋼鐵在貯存器、容槽等之製造，特別是在化學工業、釀造所、乳業工廠、乾
酪工廠。
然而，本節不包括經特別設計及裝備之貨櫃，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第 86.09 節）。

76.12-鋁製箱、桶、罐、盒及類似容器（包括堅固及可壓扁之管狀容器），供盛裝任何材料（
壓縮或液化氣除外）用者，其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不論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
或熱力設備者。
7612.10-軟管容器
7612.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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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3.10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鋁製箱及桶，主要用於牛奶、啤酒、酒等的運送，鋁罐及盒常用於食品包裝，本節也包括堅固之管狀容器（如，
用於製藥的產品，像藥丸及藥片）與可壓扁之管狀容器用於奶油、牙膏等。

本節不包括：
（a）第 42.02 節的製品。
（b）餅乾桶、茶葉罐、糖罐及類似家庭用或廚房用之容器及罐子（第 76.15 節）。
（c）個人或職業上用的香煙盒、粉盒、工具箱及類似容器（第 76.16 節）。
（d）第 83.04 節的製品。
（e）裝飾用箱（第 83.06 節）。
（f）經特殊設計及裝備之貨櫃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第 86.09 節）。
（g）第 96.17 節之真空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容器。

76.13-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參見第 73.11 節註解。

76.14-鋁製絞股線、纜、編帶及其類似品，非電氣絕緣者。
7614.10-有鋼蕊者
7614.90-其他
第 73.12 節相關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因為它們質輕而且是電之良導體，鋁及鋁鎂矽合金（如：almelec 及 aldrey）常用來代替銅使用在電線及電纜
工程。
鋁纜可能含有鋼蕊或其他金屬蕊線，但按重量計鋁須佔多數（參見第十五類類註 7）。
然而，本節不包括絕緣電線及電纜（第 85.44 節）。

76.15-鋁製餐桌用品，廚房用品或其他家用品及其零件；鋁製洗鍋物和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
其類似品；鋁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7615.10-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洗鍋物及洗濯或擦亮片、手套及類似品
7615.20-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本節包括在第 73.23 及 73.24 節註解所敘述之相同型式的製品，特別是廚房用具、衛生及盥洗製品，本節也包
括鋁製烹飪或加熱設備類似於第 74.18 節註解所敘述者。

然而，本節不包括：
（a）第 76.12 節之罐、盒及類似容器。
（b）家用物品而具有工具特性者（第八十二章）（參見第 73.23 節註解）。
（c）第 82.11 至 82.15 節之利口器、匙、杓、叉及其他物品。
（d）裝飾品（第 83.06 節）。
（e）第 84.19 節之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及其他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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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第八十五節之家用電氣設備（特別是第 85.09 及 85.16 節中電氣用具及器具）。
（g）第九十四章之製品。
（h）抽菸用打火機及其他打火機（第 96.13 節）。
（ij）第 96.17 節之真空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器皿。

76.16-其他鋁製品。
7616.10-釘、平頭釘、U 型釘（第 83.05 節者除外）螺釘、螺栓、螺帽、螺旋鉤、鉚釘、
橫梢、開口梢、墊圈及類似品。
-其他：
7616.91--鋁線製布、柵格、網及籬網
7616.99--其他
本節包含所有的鋁製品，但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十五類類註 1 所包括者，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載明包括者，
或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本節包括：
（1）釘、平頭釘、U 型釘（第 83.05 節除外）螺釘、螺栓、螺帽、螺旋鉤、鉚釘、橫梢、開口梢、墊圈及第 73.17
及 73.18 節註節內所述之各種型式之類似品。
（2）編織針、引針、鉤針、刺繡穿孔錐、安全別針，其他別針及第 73.19 節註節內所述之種型式之物品。
（3）鋁製鏈條及其零件。
（4）鋁線製之布、柵格或網，以及拉孔片（參見第 73.14 節之註解），拉孔片被用於商品展示、揚聲器柵格，或
當作爆炸壓制物用於易揮發之液體及氣體的運送及貯藏等。
（5）鋁製品，相當於第 73.25 及 73.26 節註解所提及之鋼鐵製品者。

本節不包含：
（a）金屬線梭織物，供服飾用，作為室內裝飾用紡織品或類似品（第 58.09 節）。
（b）金屬線織布等製作成機器零件型式者（例如，與其他材料組合）（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
（c）金屬線織布等製作成手用細眼篩或粗篩者（第 96.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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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如係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
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
限。
（b）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性者為限。
（c）線
軋、擠或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等長平
行直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
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d）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78.01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未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 78.04 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鈕釦形、
菱形）及經穿孔、波浪化、拋光或塗面之產品，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
環或圈環。
。
。。

─ 1101 ─

Ch.78
目註：
1.─本章「精煉鉛」之涵義如下：
以重量計含鉛量最少達 99.9％，但所含其他元素重量以不超過下表所列限量之金屬：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最大含量（重量百分率）

Ag 銀

0.02

As

砷

0.005

Bi

鉍

0.05

Ca

鈣

0.002

Cd

鎘

0.002

Cu

銅

0.08

Fe

鐵

0.002

S

硫

0.002

Sb

銻

0.005

Sn

錫

0.005

Zn

鋅

0.002

其他元素

0.001

（例如：Te 碲）

總

則

本章包括鉛、鉛合金及其製品，鉛主要係採自方鉛礦，方鉛礦是一種天然硫化鉛礦常含有銀。經浮選法濃化
後之碎礦石，通常是焙燒或燒結，然後再經冶煉還原。在焙燒或燒結過程中，硫化物大半轉變成氧化物，在冶煉
過程中氧化物藉焦碳及助熔劑還原成鉛，在這種方法可得到「生鉛」（bullion lead）或「粗鉛」（work lead）；其
中含有若干不純物，通常含有銀，因此一般須再進一步精煉，以生產近乎純鉛的成品。
鉛亦可由重熔鉛廢料及碎屑而得到。
*
* *

鉛是一種藍灰色重金屬；延展性高，易熔且非常柔軟（很容易用大拇指甲刻痕）、耐多種酸（例如硫酸或鹽
酸）的作用，因此常用來建造化學工廠。
*
* *

由於低熔點特性，鉛很容易與其他元素製成合金。依第十五類註 5 規定（參見該類註解總則），可能歸入本
章之主要鉛合金如下：
（1）鉛錫合金，例如用於鉛作基材之軟焊接，鍍鉛錫鐵板及茶葉包裝用的箔。
（2）鉛銻錫合金，用於印刷字體及抗磨軸承。
（3）鉛砷合金，用於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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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鉛銻合金（硬鉛），用於子彈、蓄電池板等。
（5）鉛鈣、鉛銻鎘、鉛碲合金。
*
* *

本章包括：
（A）未經塑性加工鉛、鉛廢料及碎屑（第 78.01 及 78.02 節）。
（B）第 78.01 節中未經塑性加工鉛經軋或擠而得到之產品（第 78.04 及 78.06 節）；鉛粉及鱗片（第 78.04 節）。
（C）管及其配件以及第 78.06 剩餘節之所有其他鉛製品，但在第十五類註 1 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包括之物品
或更明確歸入本類其他章節者均不包括在內。
鉛產品及製品可經不同之處理方法來改善金屬之性質或外觀等。這些處理方法通常為第七十二章註解總則末
段所提及，且不影響產品之分類。
*
* *

複合製品之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78.01-未經塑性加工鉛。
7801.10-精煉鉛
-其他：
7801.91--所含其他元素以銻（以重量計）為主者
7801.99--其他
本節包括不同純度之未經塑性加工鉛，從不純的鉛塊或含銀鉛至電解精煉鉛。它可成塊、錠、長方塊、扁塊、
薄扁餅塊或類似形狀，或是鑄造桿。這些形狀大多數經軋製或擠製，以製造合金，或鑄造成各種型式之製品。本
節也含用於電解精煉用之鑄造陽極，鑄造桿，例如供用於軋或拉或再鑄成各種形狀的製品者。
本節不包括鉛粉或鱗片（第 78.04 節）。

78.02-鉛廢料及碎屑。
第 72.04 節註解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製造鉛時產生的熔渣、灰末及渣滓。（例如鉛渣）（第 26.20 節）。
（b）錠及類似未經塑性加工形狀，由重熔的鉛廢料及碎屑鑄造而得者（第 78.01 節）。

[78.03]

78.04-鉛板、片、扁條及箔；鉛粉及鱗片。
-板、片、扁條及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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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4.11--片、扁條及箔其厚度（不包括任何襯物）未超過 0.2 公厘者。
7804.19--其他
7804.20-粉及鱗片
鉛板、鉛片、鉛扁條及鉛箔之定義見章註 1（d）。
第 74.09 與 74.10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鉛板、鉛片及鉛扁條之主要用於屋頂，護層，貯器，大桶及其他化學廠，及供Ｘ─光屏蔽等之製造。
鉛箔主要用在包裝（特別是茶葉包裝盒及絲稠盒之襯裏）。有時會用錫或其他金屬塗覆於鉛箔上。
本節也包括定義於第十五類類註 8（b）之鉛粉與鉛鱗片。第 74.06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
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經調製成色料、油漆或類似品之鉛粉與鉛鱗片（例如與其他著色料物質製成者，或與結合劑或溶
劑製成懸浮液、散佈液或糊狀物者（第三十二章）。

[78.05]

78.06-其他鉛製品。
本節包含所有的鉛製品，但不包括本章中前述各節之貨品、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之貨品、或更明確地歸入
本分類其他章節之貨品（參見第十五類類註 1），不論這些貨品是鑄造、壓鑄、壓印等。
用於色料包裝或其他製品之可壓扁管；大桶，貯器，圓桶及類似容器（用於酸，放射性產品或其他化學品），
未配裝機械或熱力設備；用於漁網，衣服，窗帘之鉛錘等，鐘錘及一般用途之秤錘；包裝或填隙管接縫用之成束、
成股之鉛纖維或鉛股線；建築物架構之零件；遊艇龍骨、潛水伕護胸甲、電鍍用陽極（參見第 75.08 節註解（A）
部份）；本章章註 1（a）、1（b）及 1（c）之所定義之鉛條、桿、型材及線（鑄造桿，例如供用於軋或拉或再鑄
成各種形狀的製品者（第 78.01 節）及焊劑塗面桿（第 83.11 節）除外）。
本節亦包括章註 1（e）所定義之管以及鉛製管配件（例如，接管、肘管、套管）（附有栓塞、旋塞、閥等之
配件（第 84.81 節）及管已製成明確可識別為製品者，例如機器零件（第十六類）及外層鉛覆包之絕緣電纜（第
85.44 節）均除外），上述物品可比照鋼鐵品第 73.04 至 73.07 節註解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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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如係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
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
限。
（b）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者為限。
（c）線
軋、擠、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孤，另兩邊為等長平行
直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方
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d）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79.01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未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第 79.05 節適用於板、片、扁條及箔經壓紋者（例如：溝槽形、加肋形、格子形、淚斑形、鈕釦形、
菱形）及經穿孔、波浪化、拋光或塗面之產品，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
環或圈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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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
1.─本章下列名詞之涵義如下：
（a）鋅，非合金者
以重量計含鋅量最少達 97.5％者。
（b）鋅合金
以鋅為主，並其重量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金屬，但其他元素總重量須超過 2.5％。
（c）鋅末
由鋅之蒸氣凝結而得之鋅末，含比鋅粉更細之球狀微粒所組成。以重量計最少達 80％微粒能通過 63
微米之網孔篩目者。其含鋅重量最少達 85％以上者。

總

則

本章包含鋅、鋅合金及其製品。鋅主要係採自硫化物礦（閃鋅礦），雖然也可得自碳酸鹽與矽酸鹽礦（菱鋅
礦、異極礦等。）（見第 26.08 節註解）。
不論是產生氧化鋅（自硫化物與碳酸鹽礦）或游離水合鋅矽酸鹽礦（自矽酸鹽礦）礦石須先濃縮，繼而焙燒
或鍛燒，再經熱還原或（除了矽酸鹽礦外）電解提煉得到鋅。
(Ⅰ) 熱還原係在封閉之蒸餾器內將氧化物或矽酸鹽與焦煤一起加熱，其溫度須足以使鋅氧化而蒸發並導至凝結
器內。大部份之金屬在此收集而成「粗製鋅」。此種不純的鋅可直接用於電鍍，或以各種方法再予以精煉。
一些不純之金屬之鋅塵或藍粉沈積於蒸餾器外緣。
近代改良製程是依據氧化鋅連續的還原及鋅蒸餾在直式蒸餾器內。這種製程方法可得到非常純之金屬
用來製造合金鑄件。
(Ⅱ) 電解。將氧化鋅溶解於稀硫酸內，這些硫酸鋅溶液仔細除去鎘、鐵、銅等雜質，然後經電解以得到非常純
的鋅。
鋅亦可重熔鋅廢料及碎屑而得。
*
* *

鋅是一種藍白色之金屬，在適合溫度下它可軋、拉、壓碎、擠等，以利於鑄造。鋅具抗大氣侵蝕力，因此可
用於建築物（如屋頂用），並可形成其他金屬的保護覆蓋物，尤其是鐵及鋼（例如，用熱浸鍍鋅法、電鍍法、滲
鋅法、塗漆法或噴霧法）。
*
* *

鋅也用在合金的製造，大多數合金（如，黃銅），以其他金屬作主要的成份。以下為依第十五類類註 5 規定
可能歸入本章之主要鋅合金：
（1）鋅鋁合金，通常加銅或鎂用作鑄件，尤其用於汽車零件（汽化器本體，冷卻器架，儀錶板等）、自行車零
件（踏板、發電機箱）、收音機零件、電冰箱零件等。相同金屬合金用於製造比一般鋅堅固之薄片、印刷
工具及作陰極保護用之陽極（犧牲陽極）用來保護輸油管、冷凝器等，以抵抗腐蝕。
（2）鋅銅合金（鈕釦金屬合金）用於鑄造、壓碎等，關於鋅及鋅合金的區分見目註 1（a）及 1（b）。
*
* *

本章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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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鋅及未經塑性加工鋅，廢料及碎屑（第 79.01 及 79.02 節）。
（B）鋅末、鋅粉及鱗片（第 79.03 節）。
（C）經軋、拉或擠壓屬第 79.01 節未經塑性加工鋅所得的產品（第 79.04 與 79.05 節）。
（D）管及管配件以及第 79.07 剩餘節中所有其他鋅製品，但第十五類類註 1 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含蓋者，或
更明確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均不包括在內。
*
* *

鋅產品及製品依各種處理方法來改善金屬性質與外觀等。這些處理方法通常為第七十二章註解總則末段所提
及，且不影響貨品的分類。
*
* *

複合製品之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79.01-未經塑性加工鋅。
-鋅，非合金者：
7901.11--含鋅重量在 99.99％及以上
7901.12--含鋅重量小於 99.99％者
7901.20-鋅合金。
本節包括自粗製鋅（參見本章之註解總則）至精煉鋅之不同純度的未經塑性加工鋅，不論是塊、板、錠、小
塊、扁塊或類似形狀者或成丸狀者，本節製品通常用於鍍鋅（熱浸或電附積式處理），合金製造、軋、拉、擠或
鑄造各種形式製品。
本節不包括鋅末、鋅粉及鱗片（第 79.03 節）。

79.02-鋅廢料及碎屑。
第 72.04 節註解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括：
（a）熔渣、灰末與渣滓，得自製造鋅，鍍鋅過程等（例如，電鍍鋅沈積物，以及浸槽中的金屬渣滓）（第 26.20
節）。
（b）錠與類似未經塑性加工之形狀，由重熔的鋅廢料與碎屑鑄造而得者（第 79.01 節）。

79.03-鋅末、鋅粉與鱗片。
7903.10-鋅末
7903.90-其他
本節包括：
（1）定義在目註 1（c）之鋅末，可得自鋅礦提煉還原作用或含鋅材料經沸騰處理時所產生之蒸汽加以冷凝濃縮
的。這些製品不可與列於第 26.20 節之煙道飛灰，通稱作「鋅煙道飛灰」，「氧化鋅煙道飛灰」或「集塵袋
鋅煙道飛灰」等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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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義於第十五類類註 8（b）的鋅粉與鱗片。第 74.06 節註解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
* *

鋅末、鋅粉及鱗片主要用於塗覆金屬經金屬滲碳法（滲鋅法），在塗料製造時，當作化學還原劑等。

本節也不含：
（a）鋅末、鋅粉或鱗片，經調製成色料、油漆或類似品者（例如，與其他著色料製成者，或與結合劑或溶劑製成
懸浮夜、散佈液或糊狀物者。）（第三十二章）。
（b）鋅丸（第 79.01 節）。

79.04-鋅條、桿、型材及線。
此類定義於章註 1（a）、1（b）及 1（c）之產品，猶如銅製之類似產品。因此第 74.07 與 74.08 節註解之規
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鋅桿及型材常用於製造建築用構造物（第 79.07 節）；鋅線主要用在從氧乙炔槍噴射金屬時之鋅源。
本節也包括鋅基材合金之銅鋅合金焊接或熔焊桿（一般經擠壓製造）不論是否切成一定長度，但以其表面未
塗有焊劑者為限。塗面焊桿不包括在此（第 83.11 節）。
本節不包括鑄造桿，例如，用於軋或拉或再鑄成各種形狀的製品者（第 79.01 節）。

79.05-鋅板、片、扁條及鋅箔。
本節包括定義於章註 1（d）之板、片、扁條及箔；這些產品猶如第 74.09 及 74.10 節註解所敘述之銅製品。鋅
板及鋅片用於製造屋瓦、乾電池容器、照相雕刻、鋅板印刷或其他印刷板等。

本節不包括：
（a）拉孔片（第 79.07 節）。
（b）第 84.42 節中已製備之印刷板等。

[79.06]

79.07-其他鋅製品。
本節含所有的鋅製品，但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十五類註 1 所包括者，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載明包括者，或
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本節尚包括：
（1）貯器、大桶、鼓狀容器及類似容器未配裝機械或熱力設備。
（2）包裝藥品之管狀容器等。
（3）鋅線製的布、格柵、遮網，及拉孔片。
（4）鋅製釘、平頭釘、螺帽、螺栓、螺釘及其他於第 73.17 及 73.18 節註解所敘述之各型製品。
（5）家用或衛生設備用製品如水桶、桶、排水盆、浴具、盆、灑水壺、灌洗器、洗衣板及壺（這類製品，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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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常用鍍鋅鐵板或鋼板製造的應予除外）（第 73.23 及 73.24 節）。
（6）鋅「籤條」（用於樹、植物等）不具字母、數字或圖案、或僅記有個別事項，其附屬於容後補入的基本資
料。已記有全部基本資料之「籤條」列於第 83.10 節。
（7）模版。
（8）磁磚掛鉤及其他各種鋅製品相對於鐵或鋼製產品參考第 73.25 與 73.26 節註解。
（9）電鍍陽極（參見第 75.08 註解Ａ部份）。
（10）陰極性保護之陽極（犧牲陽極）用於保護輸油管、船槽等，防止侵蝕。
（11）導水槽、屋頂蓋、天窗框、雨水頭、門或窗框、欄杆、圍欄、溫室用支架及其他組合式建築組件，相當於
第 73.08 節註解所提及之鋼鐵製品者。
（12）章註 1（e）所定義之管以及鋅製管配件（例如，接管、肘管、套管）（中空型材（第 79.04 節）、附有栓
塞、旋塞、閥等之配件（第 84.81 節）及管已製成明確可識別為製品者，例如機器零件（第十六類）除外），
上述物品可比照鋼鐵品第 73.04 至 73.07 節註解之規定。

─ 1109 ─

Ch.79

─ 1110 ─

Ch.80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章註：
1.─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涵義如下：
（a）條及桿
軋、擠、拉或鍛造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非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
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對邊為
等長平行直線）。如係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之產品在其全長可能具有圓角。
此類長方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及大小之鑄造
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
限。
（b）型材
軋、擠、拉、鍛造或成型，全長橫斷面一致之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不符合條、桿、線、板、片、
扁條、箔、管之定義者。本名稱亦包括同樣形狀之鑄造或燒結產品，製成後再經加工（簡單剪修或除銹
除外）者在內，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者為限。
（c）線
軋、擠、拉，全長實心橫斷面一致之捲盤產品，其橫斷面為圓形、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
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包括「平扁圓形」及「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
直線）。具有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三角形或多角形橫斷面產品，其全長具有圓角。此類產品成長方
形（包括變形長方形）橫斷面厚度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d）板、片、扁條及箔
平面產品（第 80.01 節之未經塑性加工產品除外）不論是否成捲，其橫斷面是否具有圓角之實心長
方形（正方形除外）（包括「變形長方形」，其兩對邊為凸弧，另兩邊為等長平行直線），其厚度一致
且為：
─長方形（包括正方形），其厚度未超過寬度十分之一者，
─長方形或正方形除外，任何尺寸之形狀，但以不具其他節物品或產品之特性者為限。
（e）管
空心產品，不論是否成捲，其全長橫斷面一致，且管壁厚度一致，而僅有一中空者，其形狀為圓形、
橢圓形、長方形（包括正方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全長橫斷面具有圓角之長方形（包括正方
形）、等邊三角形或正凸多邊形之產品，亦應視為管，但以其橫斷面內外應為同心、同形狀及同方向者。
上列橫斷面管製品可經拋光、塗面、彎曲、切螺紋、鑽孔、成細腰形、擴展、成圓錐形或配有凸緣、軸
環或圈環。
。
。。

目註：
1.─本章下列名稱之涵義如下：
（a）錫（非合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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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量計含錫量至少有 99％，但鉍或銅之重量須小於下表所列限量：

其他元素表
元

素

最大含量（重量百分率）

Bi 鉍

0.1

Cu 銅

0.4

（b）錫合金
以錫為主，並其重量較任何其他元素均大之金屬，並需：
（1）他元素之總重量超過 1％者；或
（2）以重量計，鉍或銅之含量與前表規定限量相同或較大者。

總

則

本章包含錫、錫合金及其製品。
商業上錫係採自第 26.09 節之氧化礦「錫石」，該礦石發現於岩脈或沖積之沈積物。
提煉之主要步驟如下：
(Ⅰ)礦的濃縮是經淘洗、壓碎磨細及漂浮選礦。
(Ⅱ)氧化物的處理是經燬燒、磁分離、或用酸或其他溶劑，將不純物質如硫、砷、銅、鉛、鐵及鎢去除。
(Ⅲ)純的氧化物用焦碳還原得到生錫。
(Ⅳ)經各種方法精煉生錫可得到近乎純的金屬。
碎錫板以氯化或電解處理，或錫廢料及錫碎屑經重鎔，均可回收大量之錫。經此種回收過程所得錫亦有非常
精純者。
*
* *

純錫是具有銀白色光澤之金屬。延展性並不十分良好，但是可鍛造，易熔且軟（雖然較鉛為硬）。它能夠鑄
造、鎚打、軋或擠。
錫耐大氣腐蝕，但易受到強酸之侵蝕影響。
*
* *

錫主要用在鍍錫於其他卑金屬上，特別是鐵或鋼（如馬口鐵的製造，特別是用於製罐工業），及合金的製造
（青銅等）。在純態或合金，它也用在儀器設備製造、食品工業用管、蒸餾前端部份、冷凍設備、工業用貯存槽
等、焊錫棒、線等；裝飾品及餐具（如鉛錫合金製品）；玩具；風琴管等。它也用於箔或軟管。
*
* *

依照第十五類類註 5 之規定（參閱該類註解總則），可能歸入本章之主要錫合金有下列各項：
（1）錫鉛合金，例如用以製造以錫為主之軟焊料、鉛錫合金、玩具、若干容量計器。
（2）錫銻合金，通常加銅（例如賽銀）用作餐具、軸承製造等。
（3）錫鉛銻合金，有時加銅（年如錫基材之抗磨金屬），用作鑄造（特別是軸承）及包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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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錫鎘合金，有時加鋅，用作抗磨金屬。
*
* *

本章包括：
（A）未經塑性加工錫、錫廢料及碎屑（第 80.01 及 80.02 節）。
（B）第 80.01 節中未經塑性加工錫，經軋或擠而得到的產品（第 80.03 及 80.07 節）；錫粉及鱗片（第 80.07 節）。
（C）管以及管配件及第 80.07 剩餘節中所有其他錫製品，但第十五類類註 1 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包括者，或
更明確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
* *

錫製品與貨品可藉各種處理方法來改善金屬的性質或外觀。這些處理方法通常為第七十二章註解總則的末段
所提及，且不影響貨品之分類。
*
* *

複合製品的分類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80.01-未經塑性加工錫。
8001.10-錫，非合金者。
8001.20-錫合金
本節包含塊、錠、坯塊、扁坯、棒、短條棒或類似品，及片狀物、粒狀物、及類似品之未鍛造錫，本節大多
數產品用於鍍錫、軋或擠、合金的製造、或鑄成各種型式的製品。
本節不包括錫粉與鱗片（第 80.07 節）。

80.02-錫廢料及碎屑。
第 72.04 節註解有關廢料及碎屑之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不包含：
（a）錫製造時所得的熔渣、灰末與渣滓（第 26.20 節）。
（b）再熔廢料與碎屑鑄造成之錠及類似未經塑性加工產品（第 80.01 節）。

80.03-錫條、桿、型材及線。
此類定義在章註 1（a）、1（b）及 1（c）之產品，猶如銅製之類似貨品。因此第 74.07 或 74.08 節註解之規
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錫基焊桿（通常經擠壓製造）不論是否切成一定長度，但以其未塗有焊劑者為限。塗面焊桿不包
括在此（第 83.11 節）。
本節也不包括鑄造桿，例如，用於軋或拉或再鑄造成各種形狀之製品者（第 80.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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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4]

[80.05]

[80.06]

80.07-其他錫製品。
本節包括所有之錫製品，但本章前述各節或第十五類類註 1 所包括者，或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所載明包括者，
或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章節者除外。
尤其適用於：
（1）大桶、貯器、鼓狀容器及其他容器（未配裝機械或熱力設備）。
（2）軟管用於包裝牙膏、色料及其他製品。
（3）家用製品及餐具（白鑞(pewter)器）。諸如壺、盤、碟、杯、彎管前端及啤酒杯蓋。
（4）容量量器。
（5）電鍍陽極（參見第 75.08 節註解（A）部份）。
（6）錫粉（見第十五類類註 8（b））及鱗片。
（7）錫板、片及扁條；錫箔（不論是否印花或以紙、紙板、塑膠、或類似襯墊材料者）。上述貨品定義見章註 1
（d）。
（8）章註 1（e）所定義之管以及錫製管配件（例如，接管、肘管、套管）（中空型材（第 80.03 節）、附有栓塞、
旋塞、閥等之配件（第 84.81 節）及管已製成明確可識別為製品者，例如機器零件（第十六類）除外），上
述物品可比照鋼鐵品第 73.04 至 73.07 節註解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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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一章
其他卑金屬；瓷金；及其製品

目註：
1.─第七十四章之章註對「條及桿」、「型材」、「線」及「板、片、扁條及箔」所下定義，本章亦適用。

總

則

本章祇限於下列卑金屬及其合金與製品，以及未更明確地屬於其他節之物品。
（A）鎢（第 81.01 節）、鉬（第 81.02 節）、鉭（第 81.03 節）、鎂（第 81.04 節）、鈷，包括鑌鈷及鈷冶金之其
他中間產品（第 81.05 節）、鉍（第 81.06 節）、鎘（第 81.07 節）、鈦（第 81.08 節）、鋯（第 81.09 節）、
銻（第 81.10 節）及錳（第 81.11 節）。
（B）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錸及鉈（第 81.12 節）。
本章亦包含瓷金（第 81.13 節）
未歸入本章或第十五類各章中的卑金屬，歸入第二十八章。
歸屬本章中的大部份卑金屬，主要用於合金型式或碳化物型式，較少用於純金屬狀態，這些合金的分類方式
係按第十五類類註 5 之規定；金屬碳化物則不包含於本章之內。
*
* *

複合製品的分類，尤其是製成品，詳述於第十五類註解總則。
「廢料及碎屑」與「粉」之定義見第十五類類註 8。

81.01-鎢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1.10-粉
-其他：
8101.94--未經塑性加工之鎢，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
8101.96--線
8101.97--廢料及碎屑
8101.99--其他
鎢主要係由鎢錳鐵礦石及重石提煉而得，此類礦石經提煉成為氧化物，然後以氫在電爐內還原或以鋁或碳在
高溫坩堝內還原。
由此還原得到的金屬粉末，壓縮成塊或桿，再於一大氣壓下用氫在電爐中燒結，然後將此擠壓燒結棒以機械
鎚擊，最後軋製或拉製成片、斷面較小的棒或線。
鎢是一種密度大，略帶青色之灰色金屬，具高熔點，質脆而硬，且具高耐腐蝕性。
鎢絲被使用於電燈泡及收音機真空管；電爐的元件；Ｘ光管抗陰極；電接觸器；電子測量儀器或監視用之非
磁性彈簧；望遠鏡鏡頭用細線；它也用於氫弧熔接當作焊接電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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鎢（通常用鎢鐵，見第七十二章）的最主要用途是使用於特殊鋼的製造。它也用於碳化鎢的配製。
*
* *

依照第十五類類註 5 可能歸入本章之主要鎢合金係經燒結製成的，它們包含：
（1）鎢銅合金（例如用於電接觸器）。
（2）鎢鎳銅合金用於Ｘ光螢幕的製造，飛機零件等。
*
* *

歸入本節的鎢有下列型式：
（A）粉
（B）未經塑性加工金屬，例如塊，錠，燒結條及焊，或類似廢料及碎屑（後者見第 72.04 節註解）。
（C）塑性加工金屬，如軋製或抽製之棒；型材，板及片，扁條或線。
（D）不包含在第十五類類註 1 或第八十二、八十三章或在其他節中所特別涵蓋的製品，大部份鎢製品除彈簧外，
列於第十六或十七類；例如，一個完整電接觸器列於第八十五章，然而用於製造電接觸器之鎢板列於本節。

本節不包含碳化鎢，例如用於切削工具或模具之邊緣及尖端的製造。碳化鎢的歸類如下：
（a）未混雜他物的粉列於第 28.49 節。
（b）製備但未經燒結之混合物（如與鉬或鉭的碳化物混合，有或無結合劑）列於第 38.24 節。
（c）工具用之板、桿、刀尖及類似品，燒結但未裝配者列於第 82.09 節（參見相關註解）。

81.02-鉬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2.10-粉
-其他：
8102.94--未經塑性加工之鉬，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
8102.95--條及桿，不包括僅經燒結而成者，型材、板、片、扁條及箔
8102.96--線
8102.97--廢料及碎屑
8102.99--其他
鉬主要經由漂浮濃縮輝鉬礦（硫化鉬）及彩鉬鉛礦(鉬酸鉛)而獲得，先經提煉成氧化物，然後還原成金屬。
提煉得到成堅實金屬者適于衝壓或軋製、拉製等，粉狀則可燒結成類似鎢一樣（見第 81.01 節註解）。
鉬可衝壓成外貌類似於鉛的形狀，但是極硬且有較高之熔點，它具展延性，且在正常溫度耐腐蝕。
鉬（金屬或鉬鐵之型式見第七十二章）用於合金鋼的製造。鉬金屬也用於電燈泡的燈絲支持物，電子真空柵，
電爐的元件，電流整流器及電子通訊器，它也用在牙科，且由於不生銹變色，可用做鑲寶石裝飾品白金的代替物。
鉬合金中鉬並不是主要成分，因此依照第十五類類註 5 規定，其不包含在本節內。
由於鉬之冶煉方式類似於鎢，第 81.01 節註解第二部份（關於金屬商品之形式，及碳化物分類）亦適用於本
節。

81.03-鉭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3.20-未經塑性加工之鉭，包括僅經燒結而成之條及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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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3.30-廢料及碎屑
8103.90-其他
鉭主要係抽取自鉭鐵礦及鈮鐵礦(鈳鐵礦)（第 26.15 節），由氧化物還原，或將熔解之氟化鉭鉀經電解而得。
如同鎢或鉬，得成堅實之金屬，或成粉末以供燒結用。
鉭粉為黑色；如為其他形式，則磨光者為白色，未磨光者為鋼藍色。純粹狀態者，富展性及延性。具有不尋
常之耐腐蝕力及抗大多數酸之作用。
鉭用於碳化物之製造，及（如鉭鐵，見第七十二章）配製合金鋼。亦用於製造：電燈泡之燈絲；電子真空管
之陰極及陽極；電流整流器；坩堝、熱交換器及其他化學器具；擠製人造纖維之絲囊；牙科儀器及外科用工具；
亦用於外科之骨骼固定等，及用於「除氣劑」之製造（製造無線電真空管時，用以消除最後所留之微量氣體）。
根據第十五類類註 5，可能歸屬本節之鉭合金包括鉭鎢合金，該合金之鉭含量頗高，例如用於電子真空管之
製造者。
本節包括各種形式之鉭即：粉、塊、廢料及碎屑；條、絲、線狀物、片、扁條、箔；角、形、型；管及未更
確切地歸入其他節之其他製品（例如彈簧及金屬絲紗）。
鉭之碳化物之分類可依照鎢之碳化物辦理（見第 81.01 節註解）。

81.04-鎂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鎂，未經塑性加工者：
8104.11--以重量計至少含有 99.8％之鎂
8104.19--其他
8104.20-廢料及碎屑
8104.30-銼片，車屑及粒，依大小分級者；粉
8104.90-其他
鎂可自多種天然物質中提煉，然而非屬第二十六章（礦），而係屬第二十五或三十一章，如白雲石（第 25.18
節），菱鎂礦石（或菱鎂礦）（第 25.19 節）及光鹵石（第 31.04 節），它也可自海水或天然鹽水（第 25.01 節）
及含有氯化鎂的鹼液中精煉得到。
工業上製造的方法，首先依製鎂原料來源不同製造成氯化鎂或氧化鎂（苦土），然後以下列二反應方法之一
提煉金屬：
（A）以熔融狀氯化鎂與助熔劑例如鹼金屬氟化物混合電解，在槽中陰極表面附近收集到鎂，陽極得到氯。
（B）以氧化鎂熱還原方式，與碳，矽鐵，碳化矽、碳化鈣，鋁等，在高溫應時金屬蒸發出來，快速冷卻凝結後，
可得到非常純狀態之鎂。
藉電解得到的鎂金屬需要進一步精煉，藉熱還原得到的鎂金屬之純度已可直接用於熔解或鑄錠而不需再精
煉。
*
* *

鎂係類似於鋁的銀白色金屬，但較鋁更輕，磨拋後更有光澤，而當其暴露於空氣中，很快形成氧化膜保護金
屬防止腐蝕，但金屬光澤亦快速地消失。鎂線，帶條，箔及粉燃燒時非常劇烈，具有眩眼耀目的強光，所以必須
小心處理，當細鎂粉與空氣混合時會產生爆炸的危險。
*
* *

非合金的鎂可用於許多化學方面的化合物配製，在冶金上當作去氧化劑及脫硫劑（如鐵，銅，鎳及其他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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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製造），以及煙火製造等。
鎂的純金屬之機械性能較差，但如加入其他元素則可形成機械性能較佳的合金，可以軋、鍛造，擠及鑄造，
因此在輕金屬工業中發現許多用途。
*
* *

依第十五類類註 5 之規定（參見該類註解總則），可能歸入本章之主要鎂合金包括：
（1）鎂鋁或鎂鋅合金，其常含有錳。
（2）鎂鋯合金，常加有鋅。
（3）鎂錳或鎂鈰合金。
這些合金質量輕，強度大，耐腐蝕等特性適合用於飛機工業（如引擎箱、輪、汽化器、磁發電機基部、油箱）；
汽車工業，建築工程；機械零件及附件的製造；紡織機器（紡錘、線軸、捲線機等），機械工具，打字機，縫衣
機，鏈鋸，刈車機，梯子或把手設備材料，或用於平版印刷板等。
*
* *

鎂製品之分類不受第七十二章註解總則所敘述，用來改進金屬性質、外貌之處理方法影響。
本節包括：
（1）未經塑性加工之鎂錠，凹口棒、片、桿、塊、立方體鋼片及類似品，這些貨品通常用來軋，拉，擠或鍛造
成各種型式之零件。
（2）鎂廢料及碎屑，第 72.04 節註解亦適用於本節。
本組包含銼片、車屑及粒狀，其並不按大小分級。銼片、車屑及粒狀已按大小分級者敘述在組（3）之
下。
（3）條、桿、型材、板、片及帶條、箔、線、管、中空型材、粉及薄片、銼片、車屑及大小未定型之顆粒。
本組由下列鎂之商品型式所組成：
（a）產品（未經塑性加工條、桿、型材、線、板、片、扁條及箔），輕軋、拉、擠、熔焊得到前述組（1）
之產品；管及空心型材（見本節相關註解用於其他卑金屬產品）。
這些貨品使用於當金屬需要輕而強度大時（見前述）。
（b）銼片、車屑及未定型顆粒及所有粉及薄片型式，這些貨品用於煙火製造（煙火信號等），於化學或冶
金過程等作還原劑。銼片、車屑及顆粒需特別製造及分級以適於這些用途。
（4）其他製品
本組包含之鎂製品係由前述之組或第十五類類註 1 所述以外者，或不包含於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或
未更明確地屬于其他節者所組成。
鎂主要用在飛機製造，車輛及機械零件（見前述），大部份的鎂製品歸類於他處（特別在第十六及十
七類）。
列於此處之製品包含：
（a）結構物及其零件。
（b）貯器，大桶及類似容器，未配裝機械或熱力設備，及桶、鼓狀容器及罐。
（c）鋼鐵線製布。
（d）螺栓，螺帽，螺釘等。
本節排除鎂之製造過程產生的熔渣、灰末及渣滓（第 26.20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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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8104.11 目及第 8104.19 目
這些目也包括錠及類似未經塑性加工形狀由重熔的鎂廢料及碎屑鑄造而得者。

81.05-鑌鈷及其他煉鈷之中間產品；鈷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5.20-鑌鈷及其他煉鈷之中間產品；未經塑性加工之鈷；粉
8105.30-廢料及碎屑
8105.90-其他
鈷主要係得自水鈷礦(鈷之水合氧化物)，硫鈷礦（鈷及鎳之硫化物）及砷鈷礦（砷酸鈷）。當熔煉時，硫化
物礦及鈷礦產生鈷渣及混合砷化物。經過處理除去其他金屬後得氧化鈷，然後以碳、鋁等還原。本金屬亦可自電
解法抽取或精煉銅、鎳、銀等之殘渣而得。
鈷為銀白色，耐蝕性金屬，較鎳為硬，且為非鐵金屬中之最具磁性者。
在純態下可用於塗佈其他金屬（經電鍍方式）；做為觸媒；製造金屬碳化物切削工具時用作黏合劑；作為鈷
釤磁鐵或合金鋼的組成成份等。
鈷合金種類甚多；根據第十五類類註 5，可能歸屬本節者包括下列各項：
（1）鈷鉻鎢（Stellite）族（常含有少量其他元素）。此族合金在高溫時具抗磨及耐蝕性，因而用以製造閥、閥座、
工具等。
（2）鈷鐵鉻合金，例如低熱膨脹及高磁性類型。
（3）鈷鉻鉬合金，用於噴射機引擎。
本節包含鑌鈷，其他煉鈷之中間產品及鈷之所有型式，如錠，陰極，顆粒，粉，廢料及碎屑以及他處未特別
標明之其他物品。

81.06-鉍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此種金屬天然即有存在，但主要係精煉鉛、銅等之殘渣而得，或抽取自硫化物，或碳酸鹽礦砂（例如輝鉍礦
及碳酸鉍礦）。
鉍為白色帶淺紅色金屬，性脆，難以加工，且係不良導體。
它用於科學器具及調製醫藥用之化學化合物。
它形成下列各項根據十五類類註 5，可能歸屬本節之易熔合金（某些熔點低於 100℃）：
（1）鉍鉛錫合金（有時與鎘等）（例如 Darcet 氏合金、Lipowit 氏合金、Newton 氏及 Wood 氏合金），用於軟焊
料、鑄造合金、滅火器、汽鍋等用之熔解元件。
（2）鉍、銦、鉛、錫、鎘合金，用於鑄取外科用鑄件。

81.07-鎘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7.20-未經塑性加工之鎘；粉
8107.30-廢料及碎屑
8107.90-其他
鎘大部分得自抽取鋅、銅及鉛後之殘滓，通常用蒸餾或電解方法製取。
鎘與鋅外觀相似但較為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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鎘大部分用於包覆其他金屬（用噴霧或電鍍），製造銅、銀、鎳等用作去氧劑。
鎘之吸收慢中子率較高，故亦用於核子反應器之活動控制棒及監測棒之製造。
根據第十五類類註 5，可能歸屬本節之主要鎘合金為鎘鋅合金，係用作熱浸抗蝕塗佈材料，軟焊及硬焊料。
但其他含有同樣金屬之合金（例如某些軸承合金），不屬於本節。

81.08-鈦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8.20-未經塑性加工之鈦；粉
8108.30-廢料及碎屑
8108.90-其他
鈦係將氧化物礦、金紅石、板鈦礦與鈦鐵礦還原而得，根據所使用之製程，金屬或以堅實狀獲取或以粉狀獲
取，可作燒結（像鎢），鈦鐵（七十二章），或做碳化鈦。
鈦成堅實狀時呈白色且發亮，粉狀時則呈暗灰色；它具耐腐蝕性，硬度大且易脆除非其純度高。
鈦鐵及鈦矽鐵（七十二章）是用於鋼鐵製造；鈦也可與鋁，銅，鎳等製成合金。
鈦主要用於飛機工業、造船工業，製造如大桶、攪拌器、熱交換器、化學工業用之閥及幫浦、海水去鹽及核
子發電站的結構體。
本節包括鈦之所有型式；海綿狀，錠，陽極，條及桿，片與板，廢料及碎屑，及其他各章所包含以外之物品
（通常第十六或十七類），像直昇飛機迴轉軸，推進器葉，幫浦或閥。
碳化物的分類依照碳化鎢的分類（見第 81.01 節註解）。

81.09-鋯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09.20-未經塑性加工之鋯；粉
8109.30-廢料及碎屑
8109.90-其他
鋯取自矽酸鹽礦、鋯石；將其氧化物、氯化物等還原或電解而得。
鋯係銀灰色具展延及可鍛性之金屬。
鋯用於閃光燈泡，製造除氣劑，或無線電真空吸收劑。鋯鐵（第七十二章）用於製鋼。鋯金屬亦可與鎳等製
成合金。
鋯之本身或與錫製成之合金（鋯合金），亦用於製造核子燃料筒之保護鞘及核子工廠之金屬結構物。鋯鐪合
金及鋯鈾合金係用作核子燃料。作為核子用途者，必須首先除去所含微量之鉿。

81.10-銻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8110.10-未經塑性加工之銻；粉
8110.20-廢料及碎屑
8110.90-其他
銻主要係用下列方法自硫化礦（輝銻礦）得到：
（1）經濃縮及液化產生所謂「粗製銻」，即事實上屬於第 26.17 節之粗製硫化物。
（2）經冶煉以產生不純之銻稱為「煉銻(Singles)」（初步還原粗製金屬）。
（3）進一步冶煉以產生「精銻塊(Star Bowls)」，再經精製得最純之形式即「星形銻(Star Antimony)」或「純銻(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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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銻為光亮之白色金屬，微帶藍色，性脆而易於製成粉末。
非合金形式之銻，用途甚少。但製成之合金尤其與鉛及錫製成者則質堅硬，可用以製造軸承合金，印刷活字
及其他鑄造合金、白鑞(pewter)器、不列顛金屬等（見第七十八及八十章，此類合金因以錫或鉛為主要成分，故一
般歸入該兩章）。

81.11-錳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錳係由氧化礦石、軟錳礦、褐錳礦及水錳礦還原而得；亦可經電解而得。
金屬之本身為灰粉紅色，硬而脆，惟甚少以此種狀態使用。
但錳係鏡鐵、錳鐵、矽錳鋼及若干合金鑄鐵以及合金鋼之組成分子。此等產物一般屬於第七十二章，但錳鐵
及矽錳鋼如含鐵量極低時可能歸屬本節（參見第七十二章章註 1（c）項）。錳亦可與銅、鎳、鋁等製為合金。

81.12-鈹、鉻、鍺、釩、鎵、鉿、銦、鈮（鈳）、錸、鉈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鈹
8112.12--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8112.13--廢料及碎屑
8112.19--其他
-鉻
8112.21--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8112.22--廢料及碎屑
8112.29--其他
-鉈
8112.51--未經塑性加工者；粉
8112.52--廢料及碎屑
8112.59--其他
-其他：
8112.92--未經塑性加工者；廢料及碎屑；粉
8112.99--其他
（A）鈹
鈹幾乎完全得自綠柱玉，一種鈹與鋁的雙矽酸鹽，歸類於第 26.17 節但貴重寶石型式則除外（例如翡翠）（第
七十一章）。
鈹金屬提煉之主要商業用方法是：
（1）高溫電解氟氧鈹（得自礦石）與鋇或其他氟化物之混合物，陽極用石墨坩堝，而金屬收集於水冷鐵陰極。
（2）以錳還原氟化鈹。
*
* *

鈹係一種鋼灰色金屬，非常輕且堅硬但極易脆，僅在非常特殊條件下方能軋或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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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合金鈹是用於Ｘ光管窗子的製造；核子反應器的元件；飛機及太空工業；軍備工業；粒子迴旋加速裝置之
目標物；氖招牌之電極；冶金時用作去氧化劑
在製造多種合金時也使用鈹，例如與鋼（彈簧鋼等）、銅（如鈹銅為名之合金，用於彈簧、鐘錶零件、工具
等的製造）、鎳等，這些合金是分別列於第七十二，七十四或七十五章因為它們僅含有比例極少的鈹。
本節包含所有型式的鈹，未經塑性加工金屬（塊、丸、立方體等）、貨品（條，桿，線，片等）及其製品。
經製成明確可識別之物品，例如機械零件、儀器零件等則不包括在內（詳見第八十五及九十章）。

（B）鉻
鉻主要取自鉻鐵礦，先轉變為「三氧化二鉻」，再還原而產生鉻金屬。
未拋光之鉻為鋼灰色，但已拋光者則為白色而有閃光；其非常堅硬且耐蝕，但缺展延或可鍛性。
純鉻為其他各種金屬製品之塗佈物（電鍍鉻）。其主要用途（通常為鐵鉻合金，見第七十二章）為配製不銹
鋼。但根據第十五類類註 5，本金屬之多數合金（例如與鎳或鈷之合金）不屬於本節。
某些以鉻為主體之合金係用於噴射機引擎，電器加熱體之保護管等。

（C）鍺
鍺係取自製鋅之殘滓，紫蘇輝石礦（銅鍺硫化物），及煤氣廠之煙道飛灰。
鍺係灰白色金屬，具若干特殊電離子特性，因而用於電子組件（例如真空管、電晶體、瓣膜）。其亦可與錫、
鋁、及金製成合金。

（D）釩
釩主要提煉自綠硫釩礦或釩酸鉀鈾礦，通常將其氧化物還原，或自配製鐵、鐳或鈾之殘渣內取得。釩金屬本
身之用途甚少，通常製成釩鐵（第七十二章），或主合金銅釩（第七十四章）；此類物品與鋼、銅、鋁等製成合
金。

（E）鎵
鎵為提煉鋁、鋅、銅、鍺時之副產品或取自煤氣廠之煙道飛灰。
鎵係柔軟，灰白色金屬。約在 30℃時融化，但蒸發溫度則頗高，因此在極大之溫度範圍內或液態狀。可取代
汞而用於溫度計、蒸氣弧光燈內，亦用於牙科合金及特殊鏡子之塗銀。

（F）鉿
鉿與鋯係自同一礦物（鋯英石）內提煉而得，其性質亦與鋯甚相似。
由於吸收慢中子之比率高，鉿特別可用於核子反應器控制棒及監測棒之製造。

（G）銦
銦係提煉自鋅之殘滓。
銦質柔軟，銀白色，具耐蝕性。
因此銦可單獨或與鋅等結合用以被覆其他金屬。亦可與鉍、鉛、或錫（外科用鑄件），與銅或鉛（軸承合金）
或與金（首飾、牙科合金等）製為合金。

（H）鈮（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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鈮係得自鈮鐵礦（鈳鐵礦）及鉭鐵礦。該等礦物先予以處理而得氟化鉀鈮；然後再以電解或其他方法抽煉本
金屬。
鈮係銀灰色金屬，用於製造「除氣劑」（製造無線電活塞時以除去殘餘氣體）。
鈮及其鐵合金（第七十二章）亦用於鋼及其他合金之製造。

（IJ）錸
錸係提煉鉬、銅等時之副產品。
目前錸之用途不多，但已試驗用於電鍍及作為觸媒劑。

（K）鉈
鉈係取自黃鐵礦及其他礦物之殘滓；為柔軟之灰白色金屬。與鉛類似。
鉈可與鉛（提高其熔點，及增加其強度與耐蝕性等），與銀（防止失去光澤）製成合金。

81.13-瓷金及其製品，包括廢料及碎屑。
瓷金含有陶瓷（耐熱而熔點高）及金屬兩者之成分。製造此種產品之製程及其物理與化學性質，與其所含之
陶瓷及金屬兩者均有關係，故取名為「瓷金」。
陶瓷之成分通常為氧化物、碳化物及硼化物等。
其金屬成分含由任一金屬諸如鐵、鎳、鋁、鉻、鈷組成。
瓷金係由燒結、散布或其他方法製成。
最重要之瓷金係由下列物品製成：
（1）金屬及氧化物，例如鐵-氧化鎂；鎳-氧化鎂；鉻-氧化鋁；鋁-氧化鋁。
（2）硼化鋯或硼化鉻；此類產品稱硼化物。
（3）鋯、鉻、鎢等之碳化物與鈷、鎳或鈮。
（4）碳化硼及鋁：鋁護面產品稱碳化硼鋁金屬瓷金。
本節包括瓷金，不論是未經塑性加工，或是貨品之形狀為本分類其他章節未列名者。
瓷金用於飛機及核子工業以及飛彈，其亦用於熔礦爐及金屬鑄造工廠（例如盛器、噴口、管件）、製造軸承、
煞車內襯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含有分裂性或放射性物質之瓷金（第 28.44 節）。
（b）以燒結凝集之金屬碳化物為基之瓷金所製成之工具用之板、桿、刀尖及類似品（第 82.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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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
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

章註：
1.─除噴燈、手提鍛爐、附有架構之砂輪、修指甲用具或第 82.09 節物品外，本章僅包括具有下列各項材料所製之
刀片、工作刃、工作面及其他工作部分之物品：
（a）卑金屬；
（b）金屬碳化物或瓷金；
（c）卑金屬、金屬碳化物或瓷金支架上之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或
（d）卑金屬支架上之研磨料，惟該物品應具有卑金屬製之切齒、溝槽，在使用研磨料後仍保持原形及效能者。
2.─屬於本章物品之卑金屬零件，應與各該物品歸入同一節號，但其另有規定者及手工具之把柄（第 84.66 節）不
在此限。惟第十五類註二所規定之一般用零件不屬本章範圍。
電動刮鬍刀及電理髮剪之頭及刀片歸入第 85.10 節。
3.─由第 82.11 節之一件或以上之刀與起碼相等數目之第 82.15 節物品組合成套之貨品歸入第 82.15 節。

總

則

本章包含某些卑金屬製的特種物品，此種物品具有工具、器具、利器、餐具等性質，但不屬於第十五類前述
各章者，及第十六類所屬之器具或器具（見下面），亦非第九十章所提之器具或設備，也不適用於第 96.03 或 96.04
節。
本章包括：
（A）工具，除若干特殊例外（例如：機械鋸之鋸片）均係以手操作者（第 82.01 至 82.05 節）。
（B）以第 82.02 至 82.05 節中之工具二個或以上所組合成套的工具，而其用於零售販賣（第 82.06 節）。
（C）手工具、機械工具、手提動力操作工具之可互換工具（第 82.07 節），機械或機器用具之刀及刀片（第 82.08
節）以及工具用的板、圓條、尖端及類似物（第 82.09 節）。
（D）利器製品（無論供職業用、個人用或是家庭用者），某些家庭機械用具、匙、叉、類似餐具及廚房用具（第
82.10 至 82.15 節）。
整體而言，本章所述之工具，皆可單獨以手使用，不論其組成是否含有簡單結構體，諸如齒輪、曲柄、活塞、
螺旋式機械或槓桿者。但用具如固定於工作台或牆上者，或依其重量、尺寸大小或使用時所需的力量，必須裝備
於基板、架子、支持架上以供豎立於地板及工作台上者，一般歸屬於第八十四章。
因此，不需支架而使用者能夠用手自由地操作之鑽孔機，雖含有簡單之齒輪結構，仍視為手工具而歸於第 82.05
節，反之，設計固定於架子或撐架上的鑽孔機將歸類於第 84.59 節。同樣地，鉗式金屬切割剪應歸類於第 82.03 節，
而配有架子或基座板之環狀剪，而用於手操作者，應歸入第 84.62 節。
但此一規則兩方面均有例外，端視用具的性質而定。因此老虎鉗及配有支架之磨輪及輕便熔爐，明確地歸入
第 82.05 節。同理，某些機械工具（磨咖啡機、果汁機、碎肉機等）適用特別的規範歸入第 82.10 節（見下述相關
註解），此外，第八十四章也特別包含若干單獨用手操作之用具。例如：液體或粉末噴霧器（第 84.24 節）、氣
動工具（第 84.67 節）、非槍型辦公室用訂書機（第 84.72 節）─後者中，有些係極小之器具，難以稱為具有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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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支架者。
*
* *

工具、利器等通常不歸入本章，除非刀片、工作刃、工作面或是其他工作零件係屬卑金屬，或是金屬碳化物
（見第 28.49 節註解），或是瓷金（見第 81.13 節註解）製者，只要符合此一條件，即使其所配備之非金屬把手與
本體等之重量超過金屬工作零件，其亦歸入本章（例如，帶有金屬刀片的木質鉋子）。
但本章也包括工具，而其工作零件屬天然、合成、再造寶石或半寶石（例如：黑金剛石）製成而附裝於卑金
屬製、金屬碳化物製或瓷金製的支架上；在某些情況，工作零件亦可能為卑金屬製，但經配製或塗佈研磨材料者。
在本節內所特別提及之某些製品（例如，輕便熔爐與裝置於架構上之磨輪），對於上述通則而言亦有屬於例
外者。詳言之，僅少數之研磨工具屬於本章範圍內（見第 82.02 及 82.07 節之註解），因為第 68.04 節含有研磨輪
及其類似品（包含研磨、磨利、拋光、校正及切割之輪、頭、圓盤及尖端），而此等研磨輪係天然石料、凝聚之
磨擦料或陶瓷所製成，附有或未附有其他材料製之芯、柄、插座、輪軸或其他材料的相同品，但是沒有支架。
供手工具、工具機或手提動力工具用之卑金屬製可互換工具，如其工作部分所用之材料非章註 1 所列舉，則
不歸入本章，通常按照工作部分之組成材料分類。例如：橡膠製者（第四十章）、皮革製者（第四十二章）、皮
草製者（第四十三章）、軟木製者（第四十五章）、紡織纖維製者（第五十九章）、陶瓷材料製者（第 69.09 節）、
機械上使用的刷子應歸入第 96.03 節。
可確認為工具、利器等之卑金屬製零件（例如：鋸架及刨鐵）通常按其所屬物品之整體分類；但零件另有專
門節可資歸屬者則不適用。第十五類類註 2 所指一般用之鏈、釘、螺栓、螺帽、鉚釘、彈簧（例如：鉗剪用者）
及其他零件不屬於本章而應屬於其適當之節（第七十三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第八十一章）。
歸入第 82.08 至 82.15 節之利器及其他製品得鑲配有貴金屬或貴金屬製之微小裝飾（例如：圖案或帶）；假使
含有貴金屬或包覆貴金屬製之其他零件（例如：刀柄或刀片）或含有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
成或再製）（除非用作上述之工作部分），它們歸類於第七十一章。
*
* *

本章不包括：
（a）內科、牙科、外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如工具、剪刀及其他利口器（第 90.18 節）。
（b）明顯地具有玩具特性之工具（第九十五章）。

82.01-手工具：鍬、鏟、鶴嘴鋤、鎬、鋤、叉及耙；斧、鉤刀及類似砍伐工具；各種修樹剪刀
及修枝剪；大鐮刀、鐮刀、秣刀、樹籬剪、伐木用尖劈及其他農業、園藝、林業用手工
具。
8201.10-鍬及鏟
8201.30-鶴嘴鋤、鎬、鋤及耙
8201.40-斧、鉤刀及類似砍伐工具
8201.50-修樹剪刀及類似單手修枝剪及剪切刀（包括家禽剪）
8201.60-樹籬剪、雙手修枝剪及類似雙手剪
8201.90-其他農業、園藝用或林業用手工具
本節所包含之手工具主要用於農業、園藝或林業，雖然有些也可能使用於其他用途（例如：修路、挖土、開
礦、採石、木工或家事用工作）。
本節包含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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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種鍬及鏟，包含家庭用挖煤鏟及特殊型式（例如野營、士兵用的掘壕工具等）。
（2）叉，包含草耙。
（3）鶴嘴鋤、鎬、鋤及耙，包含草耙兼具有鋤、挖樹根、除草、耕田等用途。
（4）斧、鉤刀及類似砍伐工具，包含砍斧、手斧、木工斧、切肉大斧及彎刀。
（5）修樹剪刀及類似單手修枝剪及剪切刀（包括家禽剪）。通常含有二支手柄，在其長度四分之三處有一樞紐
將其連結。其中之一支手柄其末端往往具有凹形，另一支手柄之末端則為凸形切刃（鸚鵡嘴）；其與第 82.13
節之剪刀尚有一點不同，即此種剪刀並無指環。
此類工具幾乎都有彈簧，迫使二支手柄在剪切後分開，並且單手即可藉著鉤子或其他縛著物輕易地將
其張開或閉合。在剪切時，可用單手操作，且其力量甚大。
本節包括園藝用修枝剪、水果或花用修枝剪、葡萄園用修枝剪，具窄、尖端細的刀片等。
本節不包括含尖剪刀片但有手指握環之修樹剪刀型剪刀（見第 82.13 節註解）。
（6）樹籬剪、雙手修枝剪及類似的雙手剪，包含修草剪及修枝剪。
（7）其他農業用、農藝用或林業用手工具，包含有長柄大鐮刀、小鐮刀（包括麻袋、收割、割草鐮），各種乾
草或稻草刀、播種機、直播機、掘孔器、鏝及移植機；水果尖鋤、牛梳、馬刷及豬刮刀；樹皮刮削器及登
陸刀；木鍥、伐木工人用於圓木旋轉的工具（圓木鉤、圓木鉗鋏、圓木十字鎬、斜鉤）；草地邊鐵具；羊
毛剪。
所有這些工具，無論配柄與否，均屬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此等工具之可確認卑金屬零件。

本節亦不包括：
（a）在羊耳或其他動物身上作記號的鉗子（第 82.03 節）。
（b）道路或石頭分裂用尖劈；修整大鐮刀刀片用鐵砧（第 82.05 節）。
（c）修枝刀（第 82.11 節）。
（d）園藝滾筒、耙、乾草及草之刈割機及類似器具，包括以手推或拉者（第八十四章）。
（e）破冰斧（第 95.06 節）。

82.02-手鋸；各種鋸片（包括開縫、鑽孔或無齒鋸片）。
8202.10-手鋸
8202.20-帶鋸片
-圓鋸片（包括開縫或鑽孔鋸片）：
8202.31--鋼工作面者
8202.39--其他，包括零件
8202.40-鏈鋸片
-其他鋸片：
8202.91--鋸金屬之直鋸片
8202.99--其他
本節包括：
（A）用於木材、金屬、石材或其他材料之手鋸，無論商業用途或家庭用途。
此類物品包括：弓鋸、鋼鋸、線鋸及其他帶木框或金屬框者鋸子；嵌板鋸，背或榫鋸、鋼絲鋸；橫割
鋸（通常每端附裝一柄）；園丁或礦工用之刀形鋸（可折疊或否）；鐘錶匠及珠寶匠用之特種鋸；大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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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之成套鋸，野營及軍事用之接合鋸、薄板鋸；鋸與斜接箱(mitre box)永久配套時，鋸賦予整個物品主要特
徵者。
（B）手鋸或機器用之各種鋸片，它們包括：
（1）帶鋸或環帶鋸片（例如：鋸木機器用者）。
（2）圓鋸片（包括銑床用之切條鋸片或開槽鋸片），與銑刀的區別在於鋸片的厚度對直徑比小於銑刀，同
時其鋸齒刻在鋸片周圍上一如普通之圓鋸，但銑刀則往往在刀面上刻有凹形或凸形之銑齒。
（3）鏈鋸片（鏈型式）用來砍樹、鋸倒樹幹等，鏈鋸片上的齒常含有金屬碳化物或瓷金成份。
（4）裁板鋸，榫鋸、弓鋸等用之直鋸片，包含那些以「金銀絲細工鋸」為名的鋸子（像銼刀之圓鋸齒，但
用於像鋼絲鋸之鋸身）。
（5）直形無齒鋸石片（經捶擊或是用機械壓製成平面或波狀者）但其二端必須穿孔或成其他型式可供固定
者方可。
（6）供切割金屬用之無齒切削盤（摩擦盤）。
本節亦包含鋸片之胚體，除非鋸片有齒者，否則板條（無論是否已成適當長度）及圓盤（附中心洞以供固定
於主動軸上）應視為胚體，此類製品通常以高碳鋼製成。
鋸片得具有必要之齒，亦可安裝嵌齒或是環節（如某些圓鋸）。鋸齒得全部為卑金屬製，或覆有金屬碳化物、
鑽石（尤其是黑金剛石），在某些情形下覆有研磨粉。某些鋸子，其鋸齒得由金剛石取代，亦可由圓盤周圍之金
屬碳化物取代。
但配有研磨邊緣之無齒圓盤（例如，供切割大理石、石英或玻璃用者），或四周插入連續之研磨材料者不包
括在內（參見第 68.04 節註解）。
本節包括單獨進口之卑金屬製手鋸零件（例如：框、弓、把手及伸展具），及卑金屬鋸齒及鋸齒環節供插入
鋸片之用者。

本節不包括：
（a）石料絞股鋸（通常為特殊鋼製之三股絞線（第 73.12 節）。
（b）榫眼鏈形切割器（第 82.07 節）。
（c）裝有自備發動機之手鋸（第 84.67 節）。
（d）鋸琴(musical saws)（第 92.08 節）。

82.03-銼、木銼、鉗（包括剪鉗）、手鉗、鑷子、金屬剪刀、截管器、螺栓截除器、穿孔衝及
類似手工具。
8203.10-銼、木銼及類似工具
8203.20-鉗（包括剪鉗）、手鉗、鑷子及類似工具
8203.30-剪金屬用剪刀及類似工具
8203.40-截管器、螺栓截除器、穿孔衝及類似工具
本節包括下列手工具：
（A）各型（平、圓、半圓、方、三角、橢圓形等）及各種大小之銼及木銼以及類似工具（包含混合粗細型銼）
供金屬、木材及其他材料用者。
（B）鉗（包括剪鉗）、手鉗、鑷子及類似工具包含：
（1）鉗（如封印器及鉗子、羊耳及其他動物作記號用鉗、排氣管鉗、內嵌或抽出開口銷用鉗、小孔及小孔
封閉鉗、鉗型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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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鉗（例如：鐵匠用鉗及鍛工用鉗）。
（3）鑷子（例如：鐘錶匠用、花匠用、集郵家用、脫毛用）。
（4）起釘器（顎夾型，根據鉗之原理操作者）。
（C）金屬剪刀及類似工具，包含洋鐵匠用板金工剪，及其他金屬片或線切剪刀。
（D）鉗式截管器，螺栓截除器，穿孔衝及類似工具，包含：
（1）截輪之鉗型截管器，螺栓截除器及剪及鏈截斷器。
（2）穿孔衝，例如，鈕孔衝孔機，軋票用機（在票上衝印日期或其他字樣者除外─第 96.11 節）；馬鞍工
人用衝孔機、床墊衝孔機等，皮革、毛氈衝孔用者，不論鉗型或者與錘一同使用之型者（但非實心釘
或類似衝孔器）。

本節亦不包括：
（a）供工具機用之衝孔器與銼刀（包括迴轉銼）（第 82.07 節）。
（b）指甲銼、指甲鉗及指甲剪（第 82.14 節）。
（c）糖夾鉗（第 82.15 節）。
（d）機械型金屬切剪（第 84.62 節）及辦公室用衝孔器具固定用之基底者，或可立於桌抬等上者（第 84.72 節）。
（e）車船票上衝印日期或其他字樣之衝印器（第 96.11 節）。

82.04-手用扳手及扳鉗（包括轉矩表扳鉗，但不包括螺絲攻扳鉗）；有無把手之可互換扳手套
筒。
-手操作扳手及扳鉗：
8204.11--不可調整者
8204.12--可調整者
8204.20-有無把手之可互換扳手套筒
本節包括下列手工具：
（1）手操作扳手及扳鉗（例如：具有固定或可調整顎者;圓、角型套筒扳手或棘齒扳手；曲柄扳手）；板鉗把板
手用於自行車或汽車、客車螺旋釘、水龍頭或管（包括鏈型管扳鉗）；轉矩表扳鉗，本節不包括螺絲模扳
鉗（第 82.05 節）。
（2）有無把手之可互換扳手套筒，包含驅動頭與延長桿。

82.05-未列名之手工具（包括割玻璃之鑽石刀）；噴燈；老虎鉗、夾子及類似工具，但不包括
工具機或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之附件及零件；砧；手提鍛爐；手搖或腳踏式之附有
架構之磨輪。
8205.10-鑽孔、切螺紋或攻螺紋工具
8205.20-鎚及長柄大鎚
8205.30-木工用刨、鑿、半圓鑿及類似切割工具
8205.40-螺絲起子
-其他手工具（包括割玻璃之鑽石刀）：
8205.51--家用工具
8205.5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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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5.60-噴燈
8205.70-老虎鉗、夾子及類似品
8205.90-其他，包括由本節兩目或兩目以上物品組合成套者
本節包括所有未歸入本章其他節或本分類其他章節之手工具（見本章註解總則），及本節標題特別提及之若
干其他工具或用具。
它包括多種手工具（包括若干簡單之手用機械諸如曲軸、棘齒或齒輪）。本組手工具包括：
（A）鑽孔、切螺紋或攻螺紋工具，如曲板鑽（包括棘齒型者），胸壓式鑽及手搖鑽，螺模搖柄，螺紋攻扳手及
螺紋模板；裝於手工具上可互換之零件如鑽頭、刀尖、攻牙刀及壓模不包括在內（見第 82.07 節）。
（B）錘及長柄大錘，像工匠、鍋爐匠、木匠、蹄鐵匠、採石匠、切石匠、玻璃匠、泥水匠與泥瓦匠用錘、碎石
錘、大錘、礦石粗作（「旁敲」）錘及附有諸如刺、拔釘器之錘。
（C）木匠、細工木匠、製櫃木工、箍桶匠、木刻匠等用工具，諸如各種鉋及挖鑿機器等（平鉋、槽鉋、半十字
形槽鉋及粗鉋等）；輪輻刮具及木刮刀、木鑿、半圓鑿、彫刻刀、拉刀及斜接箱。
（D）螺絲起子（包括棘齒型）。
（E）其他手工具（包括切割玻璃之鑽石刀）。
本組包括：
（1）眾多之家庭用具，其中若干附有切削刀片者，但不包括機動型而具有工具之特性，故不適合歸入第 73.23
節者（見第 82.10 節註解）。諸如：
扁平熨斗（用瓦斯、石蠟（煤油）、焦炭等者，但非第 85.16 節之電熨斗）、捲髮鋏、開瓶器、
軟木塞螺旋鑽、簡單開罐器（包含鑰匙）、果核破碎器、櫻桃去核器具（彈簧式）、扣鈕鉤、鞋拔、
「鋼磨」及其他金屬製之磨刀器、麵食製品切割器、乾酪擦碎器等，「閃電」剁肉器（附切輪）、乾
酪切片器、蔬菜切碎器、烘蛋餅用連鐵模、乳酪及蛋之攪拌器、蛋切片器、奶油捲曲器、挑冰器、蔬
菜搗碎器、塞肉針、撥火鐵棒、火鉗、耙機及火爐蓋挑舉器具。
（2）鐘錶匠用工具，諸如壓寶石用工具、平衡挾持工具、鉚釘沖臺、主簧旋緊器、機心軸工具、平衡螺絲
填充工具及調節工具。
（3）鑲鑽石之玻璃刀，包括羅盤式鑽石尖玻璃刀裝配於刻度尺上（供切割成圓形用）及鑽石尖供玻璃劃花
用者，單獨進口之鑽石除外（第 71.02 節）。
（4）鐵匠工具，諸如樁、型砧、套柄鐵鎚、鑿及衝孔器等。
（5）開礦築路等工具如撬棒、撬開用槓桿、切礦石用鑿子、衝孔器及楔形物。
（6）泥水匠、製模者、水泥工人、灰泥工人、油漆工人等用之工具，諸如鏝子、刮刀、平光刀、刮削器及
剝刀、平光刀及清潔器、刻凹滾輪、附有切輪之玻璃切割器、調色刀及灰泥刀。
（7）雜項手工具，諸如蹄鐵匠削皮刀、修蹄甲刀、蹄尖鉤及蹄切器、冷鑿及衝頭；鉚工用鑿子、壓扣及沖
頭；非鉗式拔釘器、開盒器及針釘沖子；撬胎棒；補鞋匠用鑽（無眼者）；室內裝飾及書釘用沖子；
焊鐵及烙鐵；金屬刮刀；非鉗式成套鋸；斜接箱(mitre box)；乾酪取樣器及類似品；泥土搗撞器；磨輪
修整器；箍板條箱等用具，但歸入第 84.22 節者除外（見有關註解）；釘包裹、紙板等用之彈簧操作
「槍」；用彈匣式操作之鉚釘、膨脹螺絲工具；玻璃吹管；口吹管；機油罐及注油器（包含附泵浦或
附螺絲機械者）；黃油槍。
（F）噴燈（例如：供軟焊或硬焊用者；供去漆者；供發動柴油引擎用者）。此類燈有兩種型式，都是自足式物
品，其相異點在內藏礦物油或液體燃料之儲油器（內有一小幫浦）或可以充氣筒替換。在若干情形下，裝
配有軟焊鐵或硬焊鐵，本節不包括氣體操作之焊接器具（第 84.68 節）。
（G）老虎鉗、夾鉗及類似品，包括手鉗、針鉗、檯鉗、桌鉗等供細工木匠、木匠、鎖匠、軍械匠、鐘錶匠等用
者。但不包括已形成工具機或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之附件或零件者。本組亦包括與老虎鉗相似，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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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夾持工具之夾鉗及檯式夾固器（例如：細工木匠用之夾鉗、地板夾及工具製造匠用之夾鉗）。
本組包括金屬老虎鉗，其表面附有非金屬（木、纖維等）抓爪以免損毀所固鎖之物件。
本節不包括卑金屬製之基座、把手、真空槓桿及橡膠製盤組成的真空盤式吸持器（抽氣抓爪），為使
物體能移動而臨時附於物體者（例如：第 73.23 節、第 73.26 節或第 76.16 節）。
（H）砧、手提鍛爐及手搖或腳踏式之附有架構之磨輪。
本砧包括：
（1）各種大小及各種用途之砧（包括二嘴鐵砧）；例如：鐵匠用砧、鐘錶匠及首飾匠用砧、製鞋匠及修鞋
匠用之鞋楦；校準大鐮刀刀片用之手砧。
（2）手提鍛爐，通常配有風箱，有時配有鐵砧；主要用於小型鐵工廠、造船廠等。
（3）附木架或他種構架之磨輪（手搖或腳踏者），機動磨輪歸屬於第八十四章或八十五章，單獨進口之磨
石等歸屬第 68.04 節）。
附有橡膠、皮革、毛氈等製之工作部份的含有金屬之工具、係按照其組成材料分類（第四十、四十二、
五十九章等）。

除了上述排除者外，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手縫紉用針及其他屬於第 73.19 節之物品。
（b）供手工具（機械式與否）、工具機，或動力手工具用之可互換工具（例如螺絲刀頭及鑽岩用鑽頭）（第 82.07
節）。
（c）供投射、散佈或噴灑液體或粉狀物用器具（即使手動式者）（第 84.24 節）。
（d）手工具用支持架（第 84.66 節）。
（e）手提工具，氣壓、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f）標示、計量、檢查及校正用儀器（例如：劃線規及沖子、中心沖暨劃線規、經規及計量器等）屬於第九十章。

82.06-第 82.02 至 82.05 節之工具由兩件或以上配合成套供零售者。
本節包括在第 82.02 至 82.05 節中工具至少兩件或以上配成套而供零售者（例如，在塑膠盒子或金屬工具箱內）
。
本節尚包括：
（1）汽車機械工具套組包括例如：套筒組、扳手、棘齒扳鉗、螺絲起子、鉗。
（2）簡單組合諸如扳手與螺絲起子配成套者：
套組中含有來自本分類其他章節之不重要工具者，仍歸屬本節，但以此等少數項目不會改變第 82.02 至 82.05
節之工具由兩件或以上配成套之基本特性者為限。

82.07-不論是否動力操作之手工具或工具機之可互換工具（例如：用於壓、衝、撞打、攻螺紋
、切螺紋、鑽孔、搪孔、拉孔、銑、車或旋螺絲），包括抽或擠壓金屬用模及鑽岩石或
搪土孔工具。
-鑽岩石或搪土孔工具：
8207.13--工作面為瓷金者
8207.19--其他，包括零件
8207.20-抽或擠壓金屬用模
8207.30-壓、衝、撞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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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7.40-攻螺紋或切螺紋工具
8207.50-鑽孔工具，鑽岩石用者除外
8207.60-搪孔或拉孔工具
8207.70-銑工具
8207.80-車削工具
8207.90-其他可互換工具
本章前述各節主要係適用於即可使用或裝柄後即可使用之手工具（除了少數例外，例如機器鋸片），而本節
則包含不適於單獨使用，但可裝配於下述工具中者：
（A）手工具，不論是否動力操作的（如：胸壓式鑽、手搖鑽、螺絲攻把手）。
（B）工具機，屬於第 84.57 至 84.65 節者，或根據第八十四章章註 7 歸列第 84.79 節者。
（C）屬於第 84.67 節的工具。
供壓製、衝印、衝孔、切螺紋、攻螺紋、鑽孔、搪孔、鉸孔、拉削、銑、切齒輪、車、切、開榫眼、拉製等
用；供金屬、金屬碳化物、木、石、硬橡膠、某些塑膠或其他材料用，或旋螺絲等用者。
本節亦包括與第 84.30 節之鑽岩石或搪土孔機器一起使用之工具。
除上述列名貨品以外，機器或器具用壓模、沖子、鑽頭及其他可互換之工具，應按機器或器具零件分別分類。
本節之工具，得為單件或由數件組合者。
單件者如全部由一種材料製成，則通常為合金鋼或高碳鋼。
複合工具係由一種或一種以上之工作部分組成，工作部分得為卑金屬、金屬碳化物、瓷金、鑽石或其他寶石
或半寶石所製成，用鍛焊或嵌入法永久連接於卑金屬支架上或作為可隨時分開之部分。如係後者，則此等工具含
有卑金屬體及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工作部分（刀片、板、尖頭）。工作部分，則以一種裝置固鎖於卑金屬體上，例
如：橋板、螺絲夾或適當處有裂口之彈簧開尾栓。
本節更包括具有以研磨材料裝配或被覆之卑金屬製工作部分的工具。但此等工作必須具有切齒、溝、槽等，
而裝配或塗覆研磨材料後仍能保持其原來形狀與功能者。換言之，其即使未使用研磨材料，亦能加以使用。但大
多數研磨工具不屬於本節（參見第 68.04 節註解）。
列入本節之工具包括：
（1）鑽岩石或搪土孔工具，包括開礦、鑿油井或探測用等工具（例如：木螺鑽、鑽孔頭及鑽）。
（2）抽金屬用模及擠壓金屬用模，包括拉絲模板（draw plate）。
（3）壓製、衝印、衝孔工具，包括金屬片冷壓及衝印用沖子與模具；落鎚鍛鍊用壓模；工具機用於打孔及切割
用之模具及沖子。
（4）攻螺紋或切螺紋工具，諸如螺絲攻及螺絲模、螺絲鈑刀及螺紋鈑刀螺絲模。
（5）鑽孔工具，鑽岩石者除外，包含鑽頭（蝸線或扭轉鑽頭、鑽錐頂尖等）、曲柄鑽頭等。
（6）搪孔或拉孔工具包含鉸孔。
（7）銑削工具，例如：銑刀（平銑刀、螺旋銑刀、交錯銑刀或斜角銑刀）；滾齒刀等。
（8）車削工具。
（9）其他可互換工具，如：
（a）塗模、平刨、起槽、研光或整形用工具。
（b）鑿榫眼、造模或鉗木用工具，包含鑿榫眼木用切削鏈。
（c）諸如供油漆、膠、泥漿、膠泥和塗料混合、攪拌等用具。
（d）螺絲起子替換頭。
抽金屬絲閉壓模及車床工具等，即使具有放射性者，仍歸屬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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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拋光輪、輪及其他工具，附有橡膠、皮革、毛氈等製之工作部分者，按其組成材料分類（第四十、四十二、
五十九章等）。
（b）各種鋸片（第 82.02 節）。
（c）刨刀及類似工具零件（第 82.05 節）。
（d）機器或機械工具用刀及刀片（第 82.08 節）。
（e）未裝配之工具用板、桿、刀尖及類似品，瓷金製者（第 82.09 節）。
（f）擠人造纖維用之噴絲頭（第 84.48 節）。
（g）機器或手工具用之工作物及工具夾持器及自開螺模頭（第 84.66 節）。
（h）抽玻璃纖維用之模（第 84.75 節）。
（ij）作為機器零件用之刷子（金屬或非金屬者）（第 96.03 節）。

82.08-機器或機械工具用刀及刀片。
8208.10-金屬加工用
8208.20-木加工用
8208.30-供廚房器具或食品工業機器用
8208.40-農業、園藝或林業機器用者
8208.90-其他
本節適用於未裝配之刀或刀片、正方形、圓形或其他形狀供機器或機械器具用者；但不包含列入第 82.01 至
82.05 節之手工具切刀或刀片（例如：刨刀）。
本節包括刀或刀片：
（1）金屬加工用：
（a）裝備於工具機之工具如絞刀或銑刀的刀片及刀。
（b）截斷機式剪刀或機器剪用之刀片，供切割金屬片、金屬絲、金屬棒等用者。
（2）木加工用：
（a）刨床及類似木工機器之刀片及鐵片。
（b）薄木片切割機用之刀片。
（3）供廚屋器具或食品工業機器用，例如，器具或機器之刀片或切刀，供家庭、肉販、麵包師等用者（例如：
碎肉機刀片、切菜機刀片、切麵包機刀片、醃肉或火腿切片機刀片）。
（4）農藝、園藝或林業機器用者，例如：割根器用刀片、稻草切割器用刀片、剪草機用之刀片；收割機用之刀
片及刀片之片段。但本節不包括犁田用之犁刀或耙耙掘用之盤。
（5）其他機器或機械工具用者，諸如：
（a）供分裂、切碎或剪修皮革表面用之刀片及刀，包括圓形或杯形刀片。
（b）裁切紙張、紡織物、塑膠等機器用之刀片及刀；以及將菸草切成細條之機器用刀片及刀。

82.09-未裝配工具用之板、棒、刀尖及類似品，瓷金製者。
本節產品通常為工具板、棒、刀尖、桿、丸、環等形狀，其特性為極堅硬，即使高溫亦然。
鑒於其特性，此類工具板、工具刀尖等以軟焊、硬焊或箝夾方式固定於車削工具、銑用工具、鑽、壓模或其
他供金屬或其他硬材料加工用之高速切削工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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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削磨與否或經加工者，均應列入本節，惟如已裝於工具上者，即不屬於本節，而應屬於工具之節，尤其
第 82.07 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1）未混合，非燒結之金屬碳化物（第 28.49 節）。
（2）經配製但非燒結之金屬碳化物之混合物（第 38.24 節）。
（3）工具用之陶製板、棒、刀尖及其類似品（第 69.09 節）。
（4）瓷金製之噴砂噴嘴及其他耐磨機器零件（第八十四章）。

82.10-供調理食品或飲料用之手操作機械用具，其重量在 10 公斤及以下者。
本節包括非電動機械用具，重量不超過 10 公斤，調理食品或飲料用，用於家庭，通常以手操作者。
為配合本節，凡器具具有機械裝置如曲柄、齒輪、阿基米德螺旋作用，幫浦等者，應視為機械用具；但簡單
之槓桿或推桿作用，不應視為具有機械性而分類於此，除非該用具之設計，旨在固定於牆上或其他平面上，或附
有基板等以供豎立於桌上或地板上者。
本節包括之用具必須符合下述條件，否則應列入第 82.05 節或第八十四章：
（1）重量在 10 公斤或 10 公斤以下者。
（2）具有所述之機械特性者。
下述物品即為本節貨品之範例，但以符合上述條件者為限。
磨咖啡機及磨香料機；蔬菜切碎及搗碎器；絞肉器及切片器；壓肉器；乾酪磨碎工具等；蔬菜或水果切片、
切片及削皮器，包括馬鈴薯切片器；麵包切片器；通心麵及細通心麵用切斷器；去果核用器具（彈簧式單獨握於
手中用者除外）；開瓶器及塞瓶器；開罐器（第 82.05 節中之簡單開罐器除外）；封罐器；奶油攪拌器；冰淇淋
凍結器及分配器；蛋、奶油及調味汁之攪拌器及混合器；肉類及水果用榨汁機；碎冰機。

82.11-附有刀片之刀，不論是否帶齒者（包括修樹剪），但第 82.08 節之刀及刀片不在內（＋）
。
8211.10-各種刀，配成套者
-其他：
8211.91--餐刀，其刀片固定者
8211.92--其他刀，其刀片固定者
8211.93--刀，其刀片未固定者
8211.94--刀片
8211.95--卑金屬柄
本節包含之刀係具有刀片者，帶齒或不帶齒均可，但列入第 82.08 節者及若干工具及餐具有時亦稱為「刀」，
但明顯地或較不明顯地已列入本章之其他各節者除外（例如：第 82.01 節之乾草刀及其他列於本註解末尾之除外
物品）。
本節包括：
（1）各種非摺疊餐刀，包括切肉刀或甜點用刀，其柄及刀片可用同一片金屬製成，或配有卑金屬、木、角、塑
膠等製之刀柄者。
（2）非摺疊式廚房用、專業用及其他用途之刀。此一類刀在外形上與上述之刀相比，其裝飾性較少，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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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肉販用刀、裝釘書或切紙用刀；鞣革匠、毛皮商、馬具商、補鞋匠等用刀，有柄或無柄者；養蜂人
用去蓋刀；園藝家修樹用之刀等；獵刀；裝鞘刀；牡蠣刀；水果削皮刀。
（3）各種摺疊刀，帶有卑金屬、木、角、塑膠等製之柄者。本組尚包括：
小刀、筆刀、折刀、露營用刀及運動用刀（所有此等刀得有一個以上之刀片，或可配裝附屬品如輔助
的螺絲錐、拔釘器、起子、剪刀、開罐器等）；小型摺疊式修樹刀、接芽刀、接枝刀等。
（4）有數個可互換刀片的刀，不論刀片是否藏於柄內。
本節包含製造上述之刀所用之刀片，其形狀得為粗製形、或經機械加工之毛胚、已磨光或全部已完成之刀片。
本節亦包括刀之卑金屬製把手。

除了在前面第一段所提及排除者外，本節亦不包括：
（a）鉤刀及大砍刀（彎刀）（第 82.01 節）。
（b）第 82.14 節中之利口器。
（c）魚刀及奶油刀（第 82.15 節）。
。
。。

目註解：
第 8211.10 目
第 8211.10 目範圍限制在不同種類刀組合成套或者刀之數目較其他製品多之雜集製品組合成套者。

82.12-剃刀及其刀片（包括扁條狀之刀片毛胚）。
8212.10-剃刀
8212.20-安全剃刀片，包括其扁條狀毛胚
8212.90-其他零件
本節包括:
（1）刀片外露型剃刀（剃刀），包括單獨進口之刀片（完成或未完成者）及單獨進口之金屬柄。
（2）安全剃刀，及其卑金屬零件及刀片（完成或未完成者）。
（3）同時進口的塑膠安全剃刀及其刀片。
本節也包含非電動之乾剃刀及刀片、切板及剃刀頭用於非電動刮鬍刀。
安全剃刀刀片之毛胚如成長扁條鋼形者，無論回火與否，均列入本節，但必須已穿眼，以便隨時可用以製造
安全剃刀刀片或刀片之外形業經切好，只要稍加壓力即可分開成為刀片者。

本節不包括：
（a）安全剃刀之塑膠部分，單獨進口未附刀片者（第 39.24 節）。
（b）電動安全刮鬍刀、頭、刀片及切板（第 85.10 節）。

82.13-剪刀、裁縫剪刀及類似剪刀及其刀片。
屬於本節之剪刀含有兩片鋼刀者，有時有齒，在近中心處以螺絲或插梢予以連接。通常本節僅包含剪刀，在
其刀片之一端配有指環者。刀片得為一整體製成，或有刀柄連接者。
本節亦包括某種型式之剪刀，其一端有絞鏈連接，但僅有一個指環（主要用於紡織工業）。
─ 1135 ─

Ch.82
本節尚包括：
（1）家庭用、辦公室用或裁縫用之普通剪刀等，其刀片得為直線形或曲線形。
（2）專業用剪刀，例如：裁縫或成衣匠用剪刀及大剪刀（包括挖鈕扣洞用剪刀）；理髮用剪刀（包括剪薄頭髮
用剪刀）；布商、皮匠、手套製造商或帽商用剪刀。
（3）修指甲用剪刀，包括刀片之一邊形成指甲銼者。
（4）小型摺剪，例如：袖珍剪刀及繡花用剪刀；剪花用剪刀；剪葡萄藤用剪刀；切雪茄煙用剪刀。
（5）特種剪刀，諸如；鋸齒邊布用剪刀；雙剪刀（四張刀片）用來裁剪布條；修剪馬毛用剪刀；剪蹄用剪刀；
修樹用剪刀（一面凹及一面凸的刀片），但帶有特殊之剪刀指環者（例如剪花用者）。
本節包括剪刀之刀片，完成或未完成者。

本節不包括：
（a）第 82.01 節之樹籬剪、羊毛剪等，其刀片未裝配指環者，以及修樹剪刀及類似單手修枝剪及剪切刀（包括家
禽剪）。
（b）特種蹄鐵匠用雙手剪，用以剪切動物之蹄者（第 82.05 節）。

82.14-其他利口器（例如：髮剪、肉販或廚房用屠刀、大型切肉刀、剁碎刀、切紙刀）；修指
甲用具（包括指甲銼）。
8214.10-切紙刀、拆信刀、括擦刀、削鉛筆器及其刀片
8214.20-修指甲用具（包括指甲銼）
8214.90-其他
本節包括：
（1）切紙刀、拆信刀、括擦刀、削鉛筆器（包含口袋型）及其刀片，然而不包含第 84.72 節中的削鉛筆機器。
（2）成套修指甲及手足病治療用具及工具，包含指甲銼（摺疊或非摺疊），這些工具也包含指甲清潔器，手足
雞眼切除器、雞眼拔取器、外皮修剪刀、表皮壓器及推壓器，指甲夾及指甲剪。
本節包括成套修指甲及手足病治療用器具，裝於箱或盒等之中者，此類成套器具亦可包括剪刀、非金
屬指甲銼、拔髮鑷子等，但如分開，則將列入其本身適當之節。
（3）頭髮剪，手操作，非電動者。
電動髮剪，自備電動機者列入第 85.10 節；通常裝於架上及配有撓性傳動器之動物用機械剪列入第 84.36
節。
本節不僅包括本節剪髮之零件，且包括第 84.36 節機械推剪用之刀板及刀頭。
（4）肉販用或廚房用屠刀、大型切肉刀及剁碎或切碎用刀具。此類刀與普通刀之形狀不同，其設計為可以一手
或雙手使用。

82.15-匙、叉、杓、網杓、蛋糕盆、魚刀、牛油刀、糖夾及類似廚房或餐桌用具。
8215.10-各種物品配成套而其中至少有一種物品係鍍貴金屬者
8215.20-其他由各種物品配成套者
-其他：
8215.91--鍍貴金屬者
8215.9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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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
（1）各種匙，包括鹽及芥末匙。
（2）餐桌叉；切肉用餐叉；夾菜叉；烹飪叉；糕餅叉；牡蠣叉；蝸牛叉；烤麵包叉。
（3）杓及杓式之網杓（蔬菜、煎物等用）。
（4）切魚片刀，切蛋糕刀，切櫻桃刀，切蘆筍刀（各種切片用具）。
（5）無刃口之魚刀及奶油刀。
（6）各種糖夾（切割或非切割用）；糕餅夾；小吃食品夾；蘆筍夾；蝸牛夾；肉夾及冰塊夾。
（7）餐具，諸如：家禽夾鉗或肉夾鉗，以及龍蝦夾鉗或小物品夾鉗。
此等餐具得為單件一材料製成，或配裝卑金屬、木、塑膠等製之柄。
依章註 3，本節也包含第 82.11 節中一件或以上的刀與至少相同數目本節製品配成套者。
本節不包括修枝剪型或剪刀型之龍蝦剪或家禽剪（第 82.01 或 82.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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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雜項卑金屬製品

章註：
1.─本章卑金屬零件，依其物品本質來分類，惟第 73.12、73.15、73.17、73.18 或 73.20 節之鋼鐵製品，或類似卑金
屬製品（第七十四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不能視為本章製品之零件。
2.─第 83.02 節「腳輪」之涵意係指有一直徑（如裝有輪胎時在內）不超過 75 公厘、或有一直徑（包括輪胎之任
何方位）超過 75 公厘，其所裝置之車輪或輪胎之寬小於 30 公厘。

總

則

雖然從第七十三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製品係按明確之卑金屬分類，但本章與第八十二章相同，
包括若干特定種類的貨品而無關於組成它們的卑金屬材料。
一般而言，卑金屬零件係依其本體物品分類（見章註 1），然而本章不包括彈簧（甚至鎖專用者）、鏈條、
鋼索、螺帽、螺栓、螺絲釘或鐵釘；這些貨品歸類於第七十三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中適當之節（見
第十五類類註 2 及本章章註 1）。

83.01-卑金屬掛鎖及鎖（鑰匙、對號或電動開啟者）；附有鎖之卑金屬釦及帶釦之框；上述物
品所用之鑰匙（＋）。
8301.10-掛鎖
8301.20-機動車輛用鎖
8301.30-家具用鎖
8301.40-其他鎖
8301.50-附有鎖之釦及帶釦之框
8301.60-零件
8301.70-分開申報之鑰匙
本節包含用鑰匙開啟之結件設計（如：圓柱型，槓桿型，制栓型或布拉莫型（Bramah）鎖）或文字符號或數
字組合控制者（對號鎖）。
它也包括電動鎖（例如：公寓大門用鎖或升降門用），這些鎖可以由插入磁卡、輸入密碼於電子鍵盤，或以
無線電波訊號等方式開啟。
因此本節尚包括：
（A）所有型式的掛鎖，用於門、皮箱、匣、袋、自行車、機車等，包括鑰匙啟動鎖扣者。
（B）用於門、信箱、盒子或首飾盒、家具、鋼琴、行李箱、手提袋、公文遞送箱等之鎖；用於汽車、鐵路車輛、
電車等之鎖；用於升降機、百葉窗、滑動門等之鎖。
（C）附有鎖之扣及帶釦之框。
本節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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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面所提製品之卑金屬零件（如盒子、門栓、衝擊片及插座、螺紋鑰孔護片、面板、鎖內凸起部分、機械
裝置及圓桶管）。
（2）前面所提製品之卑金屬鑰匙，加工完成或未完成（包含粗鑄造、鍛造或壓印之毛胚）。
本節也包括特殊鐵路客車車廂的鑰匙，骨架鑰匙等。
但本節不包括簡單的閂鎖或螺栓等（第 83.02 節），也不包括用於手提袋、公事包、手提箱之繫結物與搭鈕
（不是鑰匙或對號開啟）等（第 83.08 節）。
。
。。

目註解：
第 8301.30 目
本目不但包含家具用鎖也包括辦公用具用鎖。

83.02-家具、門、樓梯、窗、百葉窗、車具、鞍具、衣箱、櫃、首飾箱及類似品之卑金屬架座
、配件及類似品；卑金屬製帽架、帽掛鉤、托架及類似品；附有卑金屬架座之腳輪；卑
金屬製自動關門器。
8302.10-絞鏈
8302.20-腳輪
8302.30-其他適合機動車輛用之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其他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8302.41--適合建築物用者
8302.42--其他，適合用於家具用者
8302.49--其他
8302.50-帽架、帽掛鉤、托架及類似品
8302.60-自動關門器
本節包含一般用途卑金屬材料所製之附屬配件及架座，大量用於家具、門、窗、車具等具特殊用途的貨品亦
在本節一般分類範圍之內（如汽車用門把手或絞鏈），然而本節別不包括製品結構上之主件，如窗框或旋轉椅之
迴轉裝置。
本節包含：
（A）所有型式的絞鏈（如：平頭絞鏈、昇降絞鏈、角絞鏈、帶絞鏈及丁字絞鏈）。
（B）腳輪，定義於章註 2。
在本節中，腳輪必須有卑金屬架座，然而輪子可以用任何材料製造（貴重金屬除外）。
假設腳輪有充氣輪胎，必須將輪胎充氣到正常壓力再測量腳輪之直徑。
輪輻的存在並不影響腳輪在本節中之分類。
不符本節或章註 2 規定之腳輪不包括在內（例如第八十七章）。
（C）適合機動車輛（例如：小汽車、貨車或大客車）用之架座、配件及類似品，非屬第十七類之零件或配件者，
例如：已編之珠飾片條；腳架；把手柄、橫桿及把手；屏風配件（棒、托架、固定之配件、彈簧機械裝置
等）；車內行李架；窗開啟裝置；特製煙灰缸；尾板固定配件。
（D）建築物用之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本組包括：
（1）門安全裝置配有鏈、桿等；玻璃窗門栓及配件；玻璃窗鉤子及撐條；氣窗或天窗開啟器、撐條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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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艙子及眼；兩面窗的鉤子及配件；百葉窗鉤子緊扣、制子、托架及滾子端；信箱板；門環、門釦、
探視孔，等（裝配光學元件者除外）。
（2）門扣（包括球狀彈簧門扣），門栓、緊扣、門閂，等（第 83.01 節中鑰匙開啟之門栓除外）。
（3）零售店，汽車修理廠，儲藏室，車庫等滑門或窗之配件（如槽及軌、滾桿及滾輪）。
（4）建築物門之鑰孔板及指板。
（5）簾幕、百葉窗或門帷配件（例如：桿、管、花形板飾、托架、帶形裝飾、繐鉤、夾子、滑輪或滾輪制
動器）；栓鉤、百葉窗繩用之導桿及繩結等；樓梯配件，諸如樓梯踏板之安全裝置；梯毯夾、梯毯夾
條、欄杆飾球。
僅切成長條及鑽孔之桿、管及棒，適合用於簾幕或樓梯夾條用者，應按其組成金屬予以分類。
（6）用於門、窗或百葉窗之包角條，增強板及角等。
（7）門之鐵扣及Ｕ字釘，門把手及握柄，包括用於鎖上或門閂上者。
（8）門制動器及關門器（後文(H)中所述者除外）。
（E）家具用之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本組包括：
（1）家具腳用之保護釘墊（一點或多點）等；金屬裝飾配件、書櫃之隔板調節器等，碗櫃配件、床架等；
鑰匙孔板。
（2）角支持物，增強板及角等。
（3）門扣（包括球狀彈簧門扣）、門栓、緊扣、門閂等（第 83.01 節鑰匙開啟之門栓除外）。
（4）箱匣鐵扣及Ｕ字型釘等。
（5）門把手及握柄，包括用於鎖上或門閂上者。
（F）（1）配件及類似製品用於大皮箱，箱匣，手提箱或類似的旅行用貨品，如導蓋桿（不括扣緊用品），把手，
角之保護物，蓋支桿及滾子；籃箱用關門桿，開展箱盒用之配件；然而手提袋裝飾配件歸類則第 71.17
節。
（2）箱匣、首飾盒、大皮箱、盒子、手提箱等用之包角條、增強板及角等。
（3）鞍具配件，如馬銜、馬勒、鞍弓、馬鐙；挽繩、輓具或韁繩環，繫馬黃銅製品及其他輓馬用之配件等。
（4）棺用配件及類似品。
（5）供船舶（船及小艇）用之配件及類似品。
（G）帽架、帽掛、托架（固定式、樞紐式或齒形等）及類似品，諸如掛衣架、毛巾架、抹布架，刷架、鑰匙架。
具有家具性質之掛衣架，諸如有隔板之掛衣架，歸屬於第九十四章。
（H）自動關門器，彈簧式或液壓式，用於門及大門者。

83.03-裝甲或加強之卑金屬製保險櫃、保險箱、門、保險庫之存儲櫃、錢箱、契據箱及類似品
。
本節包括容器及保險庫門設計用以保存貴重物品、珠寶、文件等，以防竊盜及火災者。
本節所述的保險櫃及保險箱是鋼製容器其壁係以裝甲（高強度合金鋼製造）或片鋼加強者，例如強化混凝土
製者。它們用在銀行、辦公室、旅社等；配有極安全之鎖且常裝有可密封之門及雙層壁，壁間常充填耐熱材料。
本節包含保險庫門（不論有無門框者）及保險庫之鎖櫃，如用於銀行、保險倉庫、工廠等，需要較大之儲存空間
者。
本節也包含金屬製錢箱或契據箱（不論有無內部隔間者）；此類物品均為可移動之箱盒（配有鍵盤或號碼鎖，
有時有雙層壁，憑其設計，組成材料等，足以提供對竊盜及火災之合理防護。收款箱、錢箱等，亦屬於本節，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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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有類似之安全裝置，否則應按其組成金屬予以分類，或視同玩具。
本節不包括：
（a）所有類型住宅使用的鋼鐵製防盜門（第 73.08 節）。
（b）特別設計用於防火、耐撞或耐壓防砸之容器，但容器壁對企圖以鑽孔或切割等破壞不具良好抵抗力者（第
94.03 節）。

83.04-卑金屬製之檔案櫃、卡片櫃、紙盤、紙籃、筆盤、印台及類似辦公室或書桌上用具，第
94.03 節之辦公室家具除外。
本節包括檔案櫃、卡片索引櫃，分類箱子及類似辦公室設備，供文件，索引卡，或其他公文儲存歸檔或分類
之用者，但須為非豎立於地板上者或未歸入第九十四章章註 2 者（第 94.03 節）（見第九十四章註解總則）。本
節也包括文件分類用之紙盤，打字員用之紙籃，桌架及擱板，及桌上設備（諸如書夾、紙鎮、墨水瓶架及墨水壺、
筆盤、置印架及吸墨紙）。
但本節不包括廢紙簍，其係依照組成金屬分類（例如列入第 73.26 節）。

83.05-用於活頁簿或卷宗夾、信夾、信箱、紙夾、目錄標籤及類似辦公室用品之卑金屬製配件
；卑金屬製扁條狀裝訂釘（例如：辦公室用、裝璜用、包裝用）。
8305.10-活頁簿或卷宗夾用配件
8305.20-扁條狀裝訂釘
8305.90-其他，包括零件
本節包括活頁簿或檔案夾用之卑金屬配件，如夾、繩、彈簧桿、環、螺釘等形狀者，尚包括帳簿及其他文具
用之防護環、帶及角；亦包括繫縛用或索引標示紙一類之金屬製辦公室文具（如信夾、紙夾、紙鉤、信角、索引
卡標籤、檔案標籤、檔案釘）；扁條狀裝訂釘用於裝訂機器，辦公室，裝璜，包裝等。

本節不包括：
（a）圖釘（如：第 73.17 或 74.15 節）。
（b）書冊，帳簿等用之鎖扣及搭鈕（第 83.01 或 83.08 節）。

83.06-卑金屬非電動鈴、鑼及類似品；卑金屬雕像及其他裝飾品；卑金屬相框、畫框或類似之
框；卑金屬鏡。
8306.10-鈴、鑼及類似品
-雕像及其他裝飾品：
8306.21--鍍貴金屬者
8306.29--其他
8306.30-相框，畫框及類似之框；鏡
（A）非電動鈴，鑼及類似品
本組包括非電動卑金屬鈴及鑼，它包括用於宗教儀式、學校、公共建築物、工廠、船舶、消防車上等之鈴；
門鈴；桌鈴；手搖鈴；牛或其他動物用鈴；自行車、機車或嬰兒車用之鈴；釣魚用具用之鈴（未外加夾鉗、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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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固定裝置）；門鐘、桌鐘等；裝飾性鈴如作觀光客紀念用品者。
本節亦包括金屬零件諸如響板、柄及圓頂（包括同樣適合電氣及其他型式之鈴用者）。其亦包括非電氣之桌
鈴及門鈴等所用之金屬按紐及旋轉鑰。
本節不包括：
（a）鋼鐵製框架，用以支持教堂之鈴等者（第 73.08 節）。
（b）拉索、槓桿及配件用於機械型式門鈴者（如：第 73.25、73.26 節）。
（c）第 85.31 節的電鈴及其他信號用具。
（d）鐘鳴器及鑼（第 91.14 節）。
（e）第 92.06 或 92.07 節具有樂器性質之共鳴鐘及鑼。
（f）含鈴之貨品，例如：狗項圈（第 42.01 節）、樂器（如扁鼓）（第九十二章）、玩具（第 95.03 節）、已
外加夾鉗、夾子或其他裝置之釣魚竿用鈴（第 95.07 節）。

（B）雕像及其他裝飾品
本組包括主要設計用於裝飾之各種卑金屬裝飾品（不論是否有附屬之非金屬零件），例如：用於家庭、辦公
室、會場、教堂、花園。
但須注意，本組不包括已明確歸入其他節的製品，即使此類貨品按其性質或製造型式適合用作室內裝飾。
本組包括之製品應無實用價值而純係裝飾用者，以及專為容納或支持其他裝飾物或增加它們的裝飾效果之
用，例如：
（1）半身像、雕像及其他裝飾像；裝飾品（包括鐘之組成零件）供壁爐、隔板等用者（動物、象徵性或寓意性
圖像等）；運動用的藝術獎品（優勝杯等）；附有懸掛配件之壁飾（匾、盤、獎盃、獎章、但個人飾品除
外）；鑄或鍛造金屬製（通常為熟鐵）之人造花、花形飾物及類似裝飾用品；框架或家庭展示櫃用之小裝
飾品。
（2）宗教用飾品，諸如聖物箱、聚餐杯、聖體容器、聖體架或十字架。
（3）桌用飾碗、壺、瓶、花盆（包括景泰藍搪瓷製者）。
*
* *

本組也包含下列兩類物品，即使亦有實用價值者：
（A）家庭用品，不論其是否具有某特定之節（第 73.23、74.18 及 76.16 節）為節別的其他製品（例如，鎳製品，
尤其錫製品）。這些家庭用製品通常設計供實際用途之用，任何裝飾僅屬次要且不影響其實用價值，因此
假如這些裝飾品的用途不亞於素面的同樣製品，它們寧歸類於家庭用製品而不列入本節內。換言之，假如
製品的實際用途次於裝飾用途時，則應歸屬於本節，例如：浮雕花樣甚功的盤子，其實際用途幾乎全無者，
裝飾品，附有盤碟或容器，可作小裝飾碟或煙灰碟之用者，以及袖珍型物品無真正使用價值者（袖珍型廚
房器具）。
（B）對於可歸入金屬品各章最末之未列明各節之非家庭製品（例如：成套煙具、珠寶盒、香料缽、放火柴器皿）
如果這些物品明顯地主要設計用於裝飾者，應歸入本組。

（C）卑金屬相框，畫框或類似品；卑金屬鏡
本組包括各種型式及大小之卑金屬相框、畫框、鏡框等。以紙板、木材或其他材料為支撐或背襯者，仍屬於
本組。本組包括配有平板玻璃之框架，但配有金屬框架之玻璃鏡除外（第 70.09 節）。
裝於卑金屬框架內之印刷圖畫及照片，當框架賦予其整體主要特性時，亦歸類於本節；否則，此類貨品應歸
屬第 4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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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有框架之繪畫、素描、粉彩畫、美術拼貼及類似裝飾匾、及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在決定其究係按
一整體分類抑或將框架單獨分類，詳見第 97 章章註 5 及第 97.01 及 97.02 節註解。
本組也包括金屬鏡（光學元件除外，見第 90.01 及 90.02 節註解），例如，壁鏡或裝在口袋的鏡子與後視鏡，
通常係用鋼、鉻、鎳或鍍銀之鋼或銅製成，它們得裝有框子，襯背或裝配支撐物，或與盒子或皮帶，紡織品或其
他材料一起進口。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熟鐵或其他金屬製之隔板及欄杆（如第 73.08 節）。
（b）刀、匙、叉等（第八十二章）。
（c）鎖及零件（第 83.01 節）。
（d）家具、門、樓梯及窗子之配件及架座（第 83.02 節）。
（e）第九十章之儀器及器具（例如，氣壓計及溫度計，即使其形式主要為用在裝飾贈品性者）。
（f）鐘及其外殼，後者即使具裝飾作用或含有例如雕像或類似品，但設計上明確地是作鐘殼之用者（第九十一章）
。
（g）第九十四章之物品。
（h）玩具及遊戲品（第九十五章）。
（ij）桌上打火機（第 96.13 節）香水及類似品之噴霧器（第 96.16 節）。
（k）藝術製品、收藏家的珍藏品及古董（第九十七章）。

83.07-卑金屬製撓性管，有無配件均在內。
8307.10-鋼鐵製
8307.90-其他卑金屬製
有兩種主要型式之撓性金屬管，因製造程序而不同。
（1）用成型之扁條捲成螺旋形之撓性管，邊緣有固著或未固著者。這類型管用橡膠、石棉，紡織物包紮使之不
透水或不透氣，以便適作電纜或撓性傳遞系統之防水物、真空吸塵器管；引擎、工具機、幫浦、變壓器、
液壓或空壓機器、鼓風爐等用於壓縮空氣、蒸汽、瓦斯、水、汽油、油或其他流體所需之導管。非不漏水
者用作沙、榖物、塵埃、屑片等的導管，在若干情形下，也用以保護電纜、其他撓性傳送管、橡膠管等。
（2）波狀撓性管，如來自平滑表面管的輾軋變形。這類型管本質即不漏水及不漏氣，能夠不需進一步處理便用
於前項（1）所敘述的用途。
為了增加它們的耐壓性，兩種型式的撓性金屬管均可用編條之鐵絲或金屬扁條鞘圍封，而鞘之本身有時再由
螺旋形鐵絲加以保護，也可用塑膠、橡膠或紡織材料加以包覆。
本節也包含由緊密盤旋之鐵絲所構成之撓性管（如用以被覆於博登電纜或自行車剎車線），但不包含非當作
管用之類似貨品（如張開窗簾線）（第 73.26 節）。
長度短，用於調溫或抗震用途之撓性軟管（如所知之恆溫控制器之伸縮囊或伸展接頭）仍歸屬於本節。
本節也包括裝配有管套、接頭等的撓性管。
本節不包括：
（a）橡膠管，外部附有金屬材料補強者（第 40.09 節）。
（b）已製成機器或車輛零件等之撓性管，例如與其他材料組合製成者（第十六及十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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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8-用於衣服或服飾附屬品、鞋靴、首飾、腕錶、圖書、遮陽蓬、皮革製品、旅行用品或鞍
具或用於其他製品之卑金屬搭鈕、帶搭鈕之框架、帶釦、帶釦搭鈕、鉤、眼、環眼、及
其類似品；卑金屬製管形鉚釘及開口鉚釘；卑金屬製珠子及亮片。
8308.10-鉤、眼及環眼
8308.20-管形鉚釘或開口鉚釘
8308.90-其他，包括零件
本節包含：
（A）鉤、環及小環，供衣服、靴鞋、雨棚、帳篷或帆用者。
（B）所有種類的管狀鉚釘或開口鉚釘，此等物品用在衣服、靴鞋、雨棚、帳篷、旅行用品、皮革製品、帶類等；
適用於工程方面（如飛機之結構），本節也包含斷芯埋頭鉚釘，裝配工作時芯軸被拉進或靠緊鉚釘本體，
並在近芯軸鍛圓頭與對面尾端接合處斷開。
（C）搭鈕，繫結物及帶搭鈕之框架於手提袋、錢包、公事包、手提箱、或其他旅行用品，或用於書或手錶者，
但是本節不包含鎖（鎖扣在內）及配鎖之框架（第 83.01 節）。
（D）帶扣（有無榫舌者）及帶扣搭鈕，不論是否具裝飾性，用於衣服、帶、背帶、吊褲等、手套、靴鞋、長統
靴、手錶、乾糧袋、旅行用品及革製品等。
（E）金屬珠及亮片，專用於製造仿首飾，或裝飾紡織品、刺繡、衣服等等，通常由銅、銅合金或鋁（常鍍金或
鍍銀）製成的，並用膠貼、縫紐等方式固定，珠子通常是球狀、管狀或多面體；亮片通常成幾何圖形（圓
形、六角形等），通常切自金屬箔且常穿孔。
上述（A）（C）（D）中之物品可含有皮革、紡織、塑膠、木、角、骨、硬橡膠、珍珠、象牙、寶石等之零
件，惟其須保有卑金屬製品之主要特性。此類物品亦可以金屬處理予以裝飾。

本節亦不包括：
（a）仿首飾裝飾品（帶扣除外），供帽子、手提袋、鞋子、皮帶等用者（第 71.17 節）。
（b）金屬鱗片（特別是第七十四至七十六章）。
（c）鉚釘，但管形或開口形鉚釘除外；彈簧鉤（一般列入第七十三至七十六章）。
（d）撳鈕及按鈕（第 96.06 節）。
（e）拉鍊及其零件（第 96.07 節）。

83.09-卑金屬製瓶塞、瓶帽、瓶蓋（包括鑲軟木塞、旋轉瓶帽及自動倒出瓶塞）、瓶橡皮帽、
螺紋桶塞、桶蓋、封條及其他包裝物附件。
8309.10-鑲軟木塞者
8309.90-其他
本節包括若干卑金屬製品（通常帶有墊圈或塑膠、橡膠、軟木等製之其他配件）用於蓋塞圓桶、琵琶桶、瓶
等，或密封盒子及其他包裝物。
本節包含：
（1）金屬製瓶塞、瓶帽及瓶蓋，例如：冠形軟木塞、冠形瓶帽或冠形封蓋；瓶塞、瓶帽及螺旋蓋、夾蓋、桿蓋、
彈簧蓋等用於塞蓋啤酒瓶、礦泉水瓶、保存壺、筒形容器或類似品者。
但本節不包括主要為塑膠、陶瓷等製之彈簧桿蓋。
（2）金屬桶塞。
（3）酒瓶、油瓶、藥瓶等用之傾注塞、點滴塞及防漏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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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牛奶瓶用之可撕去帽蓋，香檳或其他酒瓶等用之鉛箔或錫箔製瓶帽。
（5）用金屬切片切成，成圓盤等形之桶蓋，蓋在塞子上具防護作用。
（6）特殊金屬線配件，用來固定香檳酒瓶之軟木塞。
（7）所有種類之封條，一般是鉛或馬口鐵板製成，用作條板箱、包裹、建築物、火車車廂、車輛等加封用，包
含保證封條。
（8）箱子護角。
（9）繫結物，用於束封袋子、香料袋或類似容器者，由一或二根鋼線夾於二塑膠帶或紙條之間所組成。
（10）附有刻痕易開蓋及拉環之卑金屬罐蓋，例如，供飲料或食物罐頭用者。

83.10-卑金屬製標示牌、銘牌、地址牌及類似牌、數字、字母及其他符號，屬第 94.05 節者除外
。
除了反光標幟、反光名牌及類似品外，本節不包括有永久固定光源，及其零件未在別節提及或包含於第 94.05
節中者。本節包括卑金屬牌上具有（經上釉、上漆、印刷、雕刻、打孔、鑄造、浮雕、成型或任何其他方式）文
字、字母、數字等或標示牌、銘牌、廣告牌或其他類似牌，具有基本資料者。這種牌子具有一種特色，就是設計
上即是永久固定（如：路標示牌、廣告牌、機械銘牌）或能多次使用（例如衣帽間使用卡及標籤）的。
有些牌子設計用來刊登已經在牌上資料的補充說明（例如，在板上加上個別的序號以顯示關於某一機器的所
有基本資料）。
但本節不包括板、「標籤」、附籤及類似之印刷品等，於事後以手寫或其他方式加上基本資料之補註者。
本節包括：
（1）供行政區、街道等用之名牌；供建物、墓碑等用之號碼牌或名牌；用於公共服務（警察局、消防隊等）、
禁令（「禁止吸煙」、「禁獵區」等）之標示牌；路標或交通標示牌。
（2）用於旅社、商店、工廠之標幟。
（3）廣告標示牌。
（4）用於房屋、門、信箱、車輛、狗頸圈等之地址牌、園藝標籤、門鎖鑰匙用之標籤，用於衣帽間的標籤及標
示牌。
（5）類似牌及符號用於機械、計量器、車輛（如號碼牌）等。
本節包括分離的字母、數字或圖案（或成套者），用來組合標示牌如前面所敘述者，供商店櫥窗展示、火車
指示器標示板等用。
但平版印刷用模版依其構成金屬分類。

本節不包含：
（a）未標記字母、數字或圖案之牌，或僅標記屬事後加上基本資料之特定補註之牌（例如：第 73.25、73.26、76.16、
79.07 節）。
（b）印刷機鉛字（第 84.42 節）；打字機用鉛字及地址印刷機用印刷版（第 84.73 節）。
（c）屬於第 86.08 節之信號牌、盤及號誌機。

83.11-卑金屬或金屬碳化物所製之線、條、管、板、電極及其類似品，於其表面塗有焊劑或中
心裝有焊劑，用作軟焊、硬焊、焊接或積聚金屬或金屬碳化物者；卑金屬粉凝聚之線及
條，供金屬噴敷之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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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10-卑金屬製塗面電極，用於電弧焊接者
8311.20-卑金屬製有蕊線，用於電弧焊接者
8311.30-卑金屬製塗面條或有蕊線，用於以火軟焊、硬焊或焊接者
8311.90-其他
本節包括卑金屬製或金屬碳化所製之線、桿、管、板、電極及類似品，用於軟焊、硬焊、熔接或積聚金屬或
金屬碳化物，惟須於其表面塗有焊劑或中心裝有焊劑；後者之外層通常用管子或盤旋包裹之扁條構成，卑金屬製
線、桿、管、板、電極等其表面沒有塗焊劑或中心沒有裝焊劑者除外（第七十二至七十六章，第七十八至八十一
章）。
外塗及核心所裝之材料必須為焊劑（例如：氯化鋅、氯化銨、硼砂、石英、樹脂或羊毛脂），否則此等材料
須於軟焊、硬焊、焊接或積聚過程中單獨加入。電極等亦可含有粉狀金屬加添物。電焊時，塗料中亦可含有一些
耐熱物質（石棉等），以指示電弧須於何處焊接。
塗面電極或有蕊線使用於電弧焊接。前者由金屬蕊及不同厚度與成分之非金屬外塗材料構成，蕊線是以類似
於電極塗面材料將中空部分填滿之產品。此類產品呈現為線圈或線軸狀。
已製作之金屬焊接板被插入需接合部分之中間（通常用於鋼鐵）。此種焊接板以塗有焊劑之金屬扁條、金屬
絲薄紗或柵格組成；它可製成特殊形狀以供使用，或製成扁條狀以便切成需要的長度。
本節也包括將卑金屬粉（通常是鎳粉）與塑膠為基料之賦形劑凝聚後經擠製而得到之金屬線與桿，係用以將
金屬噴灑於各種材料上（例如金屬或水泥）。
本節不包括核心裝有焊劑之線與棒，除焊劑材料外，內含２％（按重量計）或更多之任何一種貴金屬者（第
七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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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類
機器及機械用具；電機設備；
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
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類註：
1.－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a）塑膠（第三十九章）或硫化橡膠（第 40.10 節）製之傳動或輸送帶或帶狀物，或其他用於機器、機械或
電器用具或供其他專業用之硫化橡膠製品，但硬質橡膠製者除外（第 40.16 節）。
（b）皮革或合成皮製品（第 42.05 節）或毛皮（第 43.03 節）製品，用於機器或機械用具或供其他專業用者；
（c）任何材質製（如第三十九、四十、四十四及四十八章或第十五類）之筒管、線軸、錐形線軸、錐體心型、
紗框或類似支持物；
（d）提花機或類似機器用之穿孔卡（如第三十九、四十八章或第十五類）；
（e）紡織材料製之傳動或輸送帶或傳動裝置（第 59.10 節）或其他專業用紡織材料製品（第 59.11 節）；
（f）第 71.02 至 71.04 節之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或第 71.16 節之完全由上述寶石或次寶石所
製成之物品，但唱針用未鑲嵌加工之藍寶石及鑽石者除外（第 85.22 節）；
（g）第十五類註 2 所屬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h）鑽管（第 73.04 節）；
（ij）金屬線或扁條所製之環形帶（第十五類）；
（k）第八十二或八十三章之物品；
（l）第十七類之物品；
（m）第九十章之物品；
（n）第九十一章之鐘、錶或其他物品；
（o）第 82.07 節之可互換工具或用作機器零件之刷（第 96.03 節）；類似可互換工具應按工作部分之構成材質
分類（例：如第四十、四十二、四十三、四十五、五十九章或第 68.04 或 69.09 節）；
（p）第九十五章之物品；或
（q）打字機或類似機器用之色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匣者（按構成之材質分類，如已上墨或經其他而能產生
蓋印效果者歸入第 96.12 節）；或歸入第 96.20 節之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
2.－除照本類註 1、第八十四章章註 1 及第八十五章章註 1 規定外，機器之零件（非第 84.84、85.44、85.45、85.46
或 85.47 節所列物品之零件），應依照下列原則分類：
（a）凡零件本身屬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各節所明列之物品者（第 84.09、84.31、84.48、84.66、84.73、84.87、
85.03、85.22、85.29、85.38 及 85.48 等節除外），應歸入該兩章所列各節。
（b）其他零件，如係專用或主要適用於某特種機器或同節之多種機器（包括第 84.79 或 85.43 節內機器）者，
應歸入該種或第 84.09、84.31、84.48、84.66、84.73、85.03、85.22、85.29 或 85.38 等機器適當節。惟如該
項零件亦係主要適用於第 85.17 及 85.25 至 85.28 節者應歸入第 85.17 節；
（c）所有其他零件應歸入第 84.09、84.31、84.48、84.66、84.73、85.03、85.22、85.29 或 85.38 等適當節，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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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則歸入第 84.87 或 85.48 節。
3.－由兩具或兩具以上機器組裝在一起形成的複合機器，或設計為具有兩種或兩種以上互補或交互功能之機器，
除另有規定外，按其主要功能之組件或機器，歸入應列之節。
4.－機器（包括機器組合）具有個別之構件（不論單獨或以管線、傳動裝置、電纜或其他裝置連接者）供發揮顯
明之功能者，按其功能歸入適當之節（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
5.－各註所稱「機器」指第八十四或八十五章所列之機器、機械工廠、設備、器具或用具。

總

則

(Ⅰ) 本類一般內容
（A）除本類註及第八十四與八十五章章註內指明「除外」者以及更明確地歸入其他各類者以外，本類包括所有
機械或電器機器、設備裝置、用具與器具及其零件，及若干非機械式或非電氣裝置與設備（諸如鍋爐、鍋
爐室設備、過濾裝置等）及其零件。
不列入本類之主要物品如下：
（a）任何材料製之線軸、緯管、筒管、捲軸等（依其組成材料分類）。但經紗軸不應視為筒管、線軸或類
似支持物而應歸入第 84.48 節。
（b）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之一般用零件如鋼鐵製線、鏈、螺栓、螺釘與彈簧等（第 73.12、73.15、73.18 或
73.20 節）及其他卑金屬製之類似物品（第七十四至七十六章及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第 83.01 節之
鎖，第 83.02 節之門、窗等之配件及裝置。
類似之塑膠製品亦不包括於本類，一般歸入第三十九章。
（c）第 82.07 節之可互換工具；其他類似之可互換工具則依其工作部分之組成材料分類（例如：列入第四
十章（橡膠）、第四十二章（皮革）、第四十三章（毛皮）、第四十五章（軟木）或第五十九章（紡
織品），或列入第 68.04 節（研磨料等），或第 69.09 節（陶瓷）等）。
（d）歸入第八十二章之其他物品（例如工具、工具頭、刀、切割刀片、非電氣式髮剪及若干機械式家庭用
具），及歸入第八十三章之物品。
（e）屬於第十七類之物品。
（f）屬於第十八類之物品。
（g）武器與彈藥（第九十三章）。
（h）具有玩具、遊戲品或運動器材性質之機械或用具，及具有可識別為其所屬之零件及附件（包括非電力
之發動機及引擎，惟不包括分別歸入第 84.13 或 84.21 節之液體泵及液體或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也不
包括分別歸入第 85.01、85.04 或 85.26 節之電動機，電力變壓器以及無線電遙控裝置)專供或主要供玩
具、遊戲品或運動器材使用者（第九十五章)。
（ij）用作機器零件之刷（第 96.03 節）。
（B）就大體而言，本類物品得以任何材料製成，雖絕大部分為卑金屬製成者。但本類亦包括其他材料製成之若
干機械（例如全部由塑膠製成之幫浦），以及塑膠、木料、貴金屬等製成之零件。
但本類不包括：
（a）塑膠製之傳動或輸送帶及帶狀物（第三十九章）；非硬質硫化橡膠製品（如傳動或輸送帶或帶狀物）
（第 40.10 節），橡膠輪胎、內胎等（第 40.11 至 40.13 節）及墊圈等（第 40.16 節）。
（b）皮革或合成皮製品（例如紡織機之投梭器）（第 42.05 節）或毛皮製品（第 43.03 節）。
（c）紡織品，例如：傳動或輸送帶（第 59.10 節）、氈墊與拋光盤（第 59.1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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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六十九章之若干陶瓷製品（見第八十四與八十五章註解總則）。
（e）第七十章之若干玻璃製品（見第八十四與八十五章註解總則）。
（f）全部由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製）製之物品（第 71.02，71.03，71.04 或 71.16 節），供唱針用
之未鑲嵌已加工之藍寶石或鑽石則除外（第 85.22 節）。
（g）金屬線或扁條所製之無接頭環形帶（第十五類）。

(Ⅱ)零件
（類註 2）
就大體而言，凡零件可識別係專供或主要供特定機器或用具之用者（包括歸入第 84.79 或 85.43 節者），或供
歸入同一節之一組機械或用具之用者，與此等機械或用具一同歸入相同之節。但上開(Ⅰ)段中所述及排除者自不
在內。又下列者各有專設之節可資歸屬：
（A）第 84.07 或 84.08 節之引擎之零件（第 84.09 節）。
（B）第 84.25 至 84.30 節之機械之零件（第 84.31 節）。
（C）第 84.44 至 84.47 節之紡織機器之零件（第 84.48 節）。
（D）第 84.56 至 84.65 節之機械之零件（第 84.66 節）。
（E）第 84.70 至 84.72 節之事務機器之零件（第 84.73 節）。
（F）第 85.01 或 85.02 節之機器之零件（第 85.03 節）。
（G）第 85.19 或 85.21 節之用具之零件（第 85.22 節）。
（H）第 85.25 至 85.28 節之用具之零件（第 85.29 節）。
（IJ）第 85.35，85.36 或 85.37 節之用具之零件（第 85.38 節）。
上述規定不適用於零件其本身已構成歸入本類之某一節者（第 84.87 及 85.48 節除外）；此等零件即使係專作
另一特定機器之零件之用者，亦歸屬於其本身應歸屬之節。尤以下列為然：
（1）幫浦與壓縮機（第 84.13 及 84.14 節）。
（2）第 84.21 節之過濾機械與裝置。
（3）起重與搬運機械（第 84.25，84.26，84.28 或 84.86 節）。
（4）栓塞、旋塞、閥等（第 84.81 節）。
（5）滾珠或滾子軸承以及拋光之鋼球，其公差不超過 1％或 0.05 公厘之較小者（第 84.82 節）。
（6）傳動軸、曲柄、軸承殼、平軸承、齒輪箱與齒輪裝置（包括摩擦齒輪、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飛輪、滑
車、滑車組、離合器與軸聯結器（第 84.83 節）。
（7）第 84.84 節之密合墊及類似接合墊。
（8）第 85.01 節之電氣馬達。
（9）第 85.04 節之電力變壓器及其他機器與裝置。
（10）組裝成電池組之蓄電池（第 85.07 節）
（11）電阻電熱器（第 85.16 節）。
（12）電容器（第 85.32 節）。
（13）開關與保護等用之電氣裝置電路（開關、保險絲或接線盒等）（第 85.35 及 85.36 節）。
（14）供電力控制或配電用之板、盤、臺、桌、櫃及其他裝置（第 85.37 節）。
（15）第 85.39 節之電燈。
（16）第 85.40 節之真空管、電子管，及第 85.41 節之二極體、電晶體等。
（17）電氣用碳製品（例如電孤燈用碳極、碳電極與碳刷）（第 85.45 節）。
（18）任何材料製之絕緣體（第 85.4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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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 85.47 節之電動機器用之絕緣配件。
其他零件若可識別係屬於此一種類但不能識別係專用或主要用於某一種特殊機器或某一類機器者（該類機器
雖歸屬不同之節，但可共用該類零件），除已在上文指明不包括者，如係非電氣者則歸入第 84.87 節下，或如係
電氣者則歸入第 85.48 節，。
上文對於零件分類之規定不適用於下列節之貨品之零件：第 84.84 節（密合墊等），85.44 節（絕緣電線），
85.45 節（電氣用碳製品），85.46 節（電絕緣體）或 85.47 節（電氣導管）；就大體而言，此等零件皆按其組成之
材料歸入適當之章則。
機器零件無論是否完成以供立即使用者仍歸屬本類。但粗鍛之鋼鐵件歸入第 72.07 節。

(Ⅲ)附屬裝置
（見解釋準則二（甲）與三（乙）及類註 3 與 4）
附屬儀器與裝置（例如：氣壓計、溫度計、水平儀或其他計量或檢查用儀器、產量計數器、計時開關、控制
板、自動調節器）等與其正常所屬之機器或裝置一同進口者，若設計用以計量、檢查、控制或調節一種特殊機器
或裝置（其得為機器之組合體（見下面第(Ⅵ)部分）或係以一功能組成體（見下述(Ⅶ)部分）），則與此等機器或
裝置歸入同一節。但獨立之附屬儀器及裝置，設計用以計量、檢查、控制或調節某些機器者（無論是否屬同型者），
一律歸入其自屬之適當節。

(Ⅳ)不完整機器
（見解釋準則二（甲））
凡本類所稱之機器或機具，不僅包括其完整者亦包括其非完整者（即各部分零件組合之程度已具有該機器之
主要特性者）。因此機器僅缺一飛輪、底板、滾壓輪、工具架者仍歸入該機器所屬之節，而非歸入為零件所設之
節。同一理由，通常含有電動馬達之機器或裝置（例如第 84.67 節之電動手工具），即使進口時未含馬達者亦應
歸入其相當之完整機器之節。

(Ⅴ)未裝成之機器
（見解釋準則二（甲））
為方便起見，甚多機器及裝置於運輸時未經裝配。此等貨品此時實際上雖為一組零件，但仍按該機器分類，
而非列為任何單獨零件之節。本規定亦適用於進口之具有完整機器（見上述(Ⅳ)項）特點之未裝成之不完整機器
（參見與第八十四及八十五章有關之註解總則）。但未裝配之組件超過一部完整機器所需之數量者，或具有完整
機器之特徵之不完整機器者，均應歸屬其適當之節內。

(Ⅵ)多用途機器及複合機器
（類註 3）
一般而言，多用途機器應依其主要用途予以分類。
本文所謂之多用途機器，舉例之，如利用可換式刀具作金屬加工用之多功能工具機，此類機器可作不同之機
械操作者（例如：銑、搪孔、研磨）。
無法決定主要用途之機器，以及類註 3 所規定而本文未提示者，務須應用解釋準則三（丙）之規定；例如就
多用途機器而言，有些歸入第 84.25 至 84.30 節，有些係歸屬第 84.58 至 84.63 節，或有些則歸於第 84.70 至 84.72
節。
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種類之機器或器具裝配成一整體，連續或同時分別進行其各自功能，且一般係作互相補
充作用及於第十六類不同節內述及之複合機器，亦依其主要用途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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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諸例為此類複合機器之樣例：印刷機器，附有輔助之托紙機器者（第 84.43 節）；製紙箱機器，附有可
印名稱或簡單設計之輔助機器者（第 84.41 節）；工業用熔爐，附有起重或搬運機器者（第 84.17 或 85.14 節）；
製香煙機，附有輔助包裝機器者（第 84.78 節）。
執行上述規定時，不同之機器如其中一件置於另一件之內部或上面，或共同裝置於同一基座或框架上，或共
同之箱罩內者，視為已組合成一部機器之整體。
機器之裝配，除非其設計係永久性結合或裝於共同之基座、框架、箱罩者，不得視為組合為整體。依此規定，
暫時性裝配者，或正常情形下不裝配成為複合機器者，皆不視為複合機器。
此等基座、框架或箱罩等得裝配輪子使複合機器在使用時可依需要移動，但以不因此具有另一物品之特性（例
如車輛）而更明確地歸入本分類特定之節者為限。
地板、混凝土地基、牆、隔間、天花板等即使為安置機器或器具而設，亦不得視為結合此等機器或器具成為
一體之共同基座。
複合機器已有專設之節可資歸屬者，例如空調機器（第 84.15 節），分類時則不必引用第十六類類註 3 之規
定。
應注意，多用途機器（例如，能作金屬與其他材料加工用之工具機，或同等適用於紙、紡織、皮革、塑膠等
工業之打孔機）應依第八十四章章註 7 之規定分類。

(Ⅶ)功能單元
（類註 4）
機器（包括組合機器）由獨立之組件所組成，而各該組件之設計係為共同達成第八十四章尤其第八十五章中
各節所述之明定功能者，可適用本類註。此項整體機器應依其功能分類於適當之節，不論此等組件（因為方便或
其他理由）仍屬分開及僅以管路相聯者（用以輸送空氣、壓縮氣體、油等），或以器械相聯以輸送動力者，或以
電纜或其他器械相聯者。
至於本類註要旨中，前述謂「係共同達成明定功能」乙節係僅包括對執行功能為必要之機器及組合機器，且
該特定功能為一整體者。因此，其不包括以完成輔助性功能之機器或器具，亦不包括未能達成整體功能者。
下列諸例係本類註 4 所謂「功能單元」之舉例：
（1）液壓系統係由液壓動力單元（基本上由液壓泵、電動機、控制閥及油箱組成）、液壓缸、及連接缸體與動
力單元所必需的液壓管及軟管所組成（第 84.12 節）。
（2）冷凍設備，其組件未裝成一整體，而由管路相聯以循環冷卻劑者（第 84.18 節）。
（3）灌溉系統，包括含有過濾器、注水器、計量閥等所組成之控制站，與地下分配分支管路及地面管路（第 84.24
節）。
（4）擠乳機器，其組件（真空幫浦、脈動器、乳頭杯與桶）分開而以軟管或硬管聯接者（第 84.34 節）。
（5）釀酒機械，包含發芽機、麥芽壓碎機、麥芽搗碎桶、過濾桶（第 84.38 節）。但輔助器具（例如裝瓶機、印
標籤機）者不包括在內，應分別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
（6）信件揀選系統，由譯碼桌、預揀通道系統、中段揀選器與後段揀選器組成，而整個系統用資料自動處理機
予以控制者（第 84.72 節）。
（7）瀝青廠設備，由分開組件組成者，諸如給料斗、輸送裝置、乾燥器、振動篩網、混合器、貯料箱及控制單
元等並排配置而成者（第 84.74 節）。
（8）裝配細絲電燈泡用之機械，其部分零件由輸送裝置連接裝配，包括玻璃熱處理設備、幫浦及燈泡試驗機等
（第 84.75 節）。
（9）焊接設備，含有焊頭或焊鉗組成，以變壓器、發電機或整流器供給電流者（第 85.15 節）。
（10）可攜式無線電話機，及附屬之手持話筒（第 85.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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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雷達裝置，及附屬之電力包、放大器等（第 85.26 節）。
（12）衛星電視接收系統係由接收機、拋物線型天線反射盤、反射盤用控制轉向器、號角型饋電器（導波管）、
偏極器、低雜訊廣播信號接收 (LNB) 降頻器及紅外線遙控器所組成（第 85.28 節）。
（13）防盜鈴、含有紅外線燈、光電池及鈴等（第 85.31 節）。
應予注意者，未符合第十六類類註 4 項規定之各種組件，應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此類應用例如：閉路影像
監視系統，其含有數台電視攝影機及影像監視器之組合並藉由同軸電纜連接至控制器、切換器、聲音監聽台／或
接收器，亦可能連接到自動資料處理機（供儲存資料用）及／或可連至錄影機（供錄製圖像）。

(Ⅷ)活動機器
自走式或其他活動機器，應參考機器（例如，第 84.25 至 84.28 節之升降及搬運機器，及第 84.29 與 84.30 節
之挖掘機器）所屬之各節及第十七類各章與各節之註解辦理。

(Ⅸ)實驗室用機器及裝置
本類所屬之機器及器具，即使專供實驗室用或其用途與科學及計量儀器有關者，仍歸屬於本類，但不得具有
第 90.23 節之非工業示範性器具之特性，亦不得具有第九十章中之計量、檢查等用儀器之特性。例如：小熔爐、
蒸餾裝置、研磨器、混合器、變壓器、電容器等之用於實驗室者，仍歸屬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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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四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六十八章之磨石或其他物品；
（b）陶瓷材料所製之機器或器具（例如：泵）及任何材料所製之機器或器具之陶瓷零件（第六十九章）；
（c）（第 70.17 節）實驗室用之玻璃器；玻璃製之機器、器具或專業用其他物品或其零件（第 70.19 或 70.20
節）；
（d）第 73.21 或 73.22 節之貨品或其他卑金屬製之類似貨品（第七十四至七十六章或第七十八至八十一章）；
（e）第 85.08 節之真空吸塵器；
（f）第 85.09 節之家用電動用具；第 85.25 節之數位相機；
（g）使用於第十七類貨品之散熱器；或
（h）非馬達動力式之手操作地板清掃器（第 96.03 節）。
2.－除第十六類註 3 及本章註 9 應先運用外，機器或器具符合第 84.01 至 84.24 節中一節或多節或第 84.86 節之描
述，亦同時符合第 84.25 至 84.80 節者，應按前者或第 84.86 節分類。
但第 84.19 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發芽設備、孵卵器或育雛器（第 84.36 節）；
（b）榖物潤濕機（第 84.37 節）；
（c）萃取糖汁用之擴散設備（第 84.38 節）；
（d）紡織纖維紗、布或製成品之熱整理機器（第 84.51 節）；或
（e）以機械操作之機器、工廠或實驗室設備，即使需具變溫之作用，但其僅為輔助功用者。
第 84.22 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封袋或類似容器用之縫紉機（第 84.52 節）；
（b）第 84.72 節之辦公室機器。
第84.24節不包括下列二項：
（a）噴墨式印刷機（第84.43節）；或
（b）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第84.56節）。
3.－符合第 84.56 節所指加工任何物質之工具機，同時亦符合第 84.57、84.58、84.59、84.60、84.61、84.64 或 84.65
節之規格者，則應歸列第 84.56 節。
4.－第 84.57 節僅適用於具有下列三種不同機械加工操作方式之一之金屬加工工具機，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
除外:
（a）依機械加工程式自刀庫或類似機構自動更換刀具（綜合加工機)；
（b）運用不同之加工單元自動連動，同時或依序在固定工件上自動加工者（單體結構機、單站機)，或
（c）自動移送工件至不同加工單元加工者（多站聯製機)。
5.－（A）第 84.71 節所稱「自動資料處理機」係指機器須具：
（1）儲存處理之程式並至少能儲存執行程式所需之直接資料；
（2）能依使用者需要而自由設計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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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使用者規定能作數學演算；及
（4）無人干預情況下，能在執行處理過程中，經由邏輯判斷藉執行處理程式，以修改執行工作。
（B）自動資料處理機可由多種分離單元結合而成一系統。
（C）除後述（D）及（E）項所述者外，如一單元能符合下列所有條件者，得視為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之一部分：
（1）其為專供或主要供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使用者；
（2）其能直接或經由一個或多個單元間接與中央處理單元相連接者；及
（3）其能以該系統所能使用之資料形式（碼或信號）接收或遞送資料者。
自動資料處理機其單元係單獨出現者仍應歸入第 84.71 節。
鍵盤、X－Y 座標輸入裝置及磁式儲存單元，符合前述（C）(2)及（C）(3)之條件者，在任何情況均為應
歸入第 84.71 節之單元。
（D）第 84.71 節不包括下列單獨出現之物品，即使該等物品符合前述章註 5（C）之條件者：
（1）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
（2）聲音、圖像及其他資料之傳輸或接收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通訊器具（例如區域或廣域網路）；
（3）揚聲器及微音器；
（4）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5）顯示器及投影機，未裝電視接收器具者。
（E）機器內裝有自動資料處理機或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結合者，其能達成除資料處理外之某特定功能者，應按
其特定功能歸列應屬之節，如無適當之節可歸列者，則歸入其他未列名之節。
6.－第 84.82 節包括拋光鋼珠，其最大及最小直徑與公稱直徑相差不超過百分之一或 0.05 公厘者，並依相差較低
值為準，其他鋼珠應歸入第 73.26 節。
7.－具有一種以上用途之機器，為分類目的視其主要用途為唯一用途。
依照本章章註 2 及第十六類類註 3 核定機器之主要用途，如未見於任何節號，或該機器並無主要用途者，
除另有規定外，應歸入第 84.79 節。第 84.79 節亦包括以金屬線、紡織（纖維）紗或任何此類或混合材料製造
繩或纜所用之機器（如絞股機、撚線機、製索機等）。
8.－第 84.70 節所稱之「袖珍型」僅適用於體積不超過 170 公厘×100 公厘×45 公厘之機器。
9.－（A）本章章註及第 84.86 節所稱「半導體裝置」及「積體電路」亦適用第 85 章章註 9（A）及 9（B）。而本
章章註及第 84.86 節所稱「半導體裝置」亦包含光敏半導體裝置及發光二極體(LED)。
（B）本章註及第 84.86 節所稱「平面顯示器之製造」包括平面板基座之構裝，不包括玻璃之製造或印刷電路
板之組裝或將其他電子元件裝於平面板上。所稱「平面顯示器」不包括利用陰極射線管技術之顯示器。
（C）第 84.86 節亦包括專供或主要供下列用途之機器及器具：
（1）製造或修補光罩及網線；
（2）組裝半導體裝置或積體電路；
（3）升降、搬運或裝卸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
（D）除依照第十六類註 1 及第 84 章註 1 之規定外，凡符合第 84.86 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皆歸入該節，而不
得歸入本商品分類之其他節。
。
。。

目註：
1.－第 8465.20 目所稱「綜合加工機」僅適用於加工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依
機械程式自刀庫或類似裝置自動更換刀具，以執行不同型態機械加工之工具機。
2.－第 8471.49 目所稱之「系統」係指其單元符合第八十四章註 5(C)規定之條件並至少包括一中央處理單元，一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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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單元（如鍵盤或掃描器），及一輸出單元（如視像顯示單元或列表機）等組件之自動資料處理機。
3.－第 8481.20 目所稱「油壓或氣壓傳動閥 」，係專用於液壓或氣動系統中傳輸“流體動力”之用，其以加壓流
體（液體或氣體）為能量來源者。這些閥可以是各種型式（如減壓型、止回型）。第 8481.20 目較第 8481 節
其他所有目優先適用。
4.－第 8482.40 目僅適用於滾針軸承，其滾針直徑不得超過 5 公厘，且其長度至少為直徑之三倍。滾子之兩端可成
圓角。

總

則

（A）本章一般內容
除應依第十六類註解總則之規定外，本章包括所有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未更明確地歸屬第八十五章且
不屬於下列各項者：
（a）供工藝用途之紡織材料製品（第 59.11 節）。
（b）第六十八章之石器製品等。
（c）第六十九章之陶瓷製品。
（d）第 70.17 節之實驗室用玻璃器皿；第 70.19 節第 70.20 節之玻璃機械及器具，以及其所屬零件。
（e）第 73.21 節或第 73.22 節之暖爐、中央暖氣設備及其他貨品，以及其他卑金屬製之類似物品。
（f）第 85.09 節之家用電動用具；第 85.25 節之數位相機。
（g）使用於第十七類貨品之散熱器（第十七類）。
（h）非馬達動力式之手操作地板清掃器（第 96.03 節）。
通常第八十四章包括機器與機械器具，而第八十五章則包括電氣用品。但若干機器則列入第八十五章（例如
家用電氣機械用具）。反之，第八十四章亦包括若干非機械器具（例如：蒸氣產生爐及其輔助器具與過濾器具）。
尚須注意者，歸屬第八十四章之機器及器具，縱使用電者，仍列於該章，例如：
（1）由電動馬達供給動力之機器。
（2）電熱機器，例如第 84.03 節電氣中央暖氣鍋爐，第 84.19 節之機器；及其他含有電熱元件之機器（例如砑光
機、紡織品洗滌或漂白之機器或熨燙機）。
（3）電磁操作之機器（例如電磁閥）；或含有電磁裝置之機器（例如纖維織帶機，帶有電動自動停機裝置者；
起重機，帶有電磁升降頭者；車床，帶有電磁夾頭者）。
（4）電子操作之機器（例如電子計算機、或自動資料處理機），或含有光電裝置或電子裝置之機器（例如帶有
光電控制裝置之輾壓機，及含有各種電子控制裝置之工具機）。
由於本章不包括陶瓷材料之機器或器具（例如：泵）及任何材料製機器或器具之陶瓷零件（第六十九章），
實驗室用玻璃器皿（第 70.17 節），玻璃製機器與器具及其零件（第 70.19 節或 70.20 節）。因此機器或機械器具，
因種類或特性關係，原應列入本章之某一節者，若具有陶瓷材料或玻璃製品之特性者，一律不得列入本章。
此一原則適用於陶瓷材料或玻璃製之製品，附有其他次要材料之組成物，諸如塞子、接頭、栓塞等，夾子或束緊
帶、套環、或其他固定或支撐裝置（台架、三角架等）者。
反之，下述各項物品通常均視為業已喪失陶瓷製品、實驗室用玻璃製品、陶瓷或玻璃製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之
特性：
（i）陶瓷或玻璃與其他材料之結合品，其中其他材料（例如金屬）所佔之比例頗高者；另製品其陶瓷或玻璃所佔
成分雖高，但結合或固定安裝於其他材料製之框架、箱或類似物者。
（ii）由陶瓷或玻璃製成之靜態組成部分，與其他材料（例如金屬）製成之機械部分，諸如發動機、泵等結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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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物品。

（B）本章排列通則
（1）第 84.01 節包括核子反應器及非放射性之核子反應器燃料元件（匣式），以及作同位素分裂之機械與器具。
（2）第 84.02 至 84.24 諸節所包括其他之機器及裝置，主要係參考其自身功能而加以分類，而不管其在工業上之
用途。
（3）第 84.25 至 84.78 諸節之機器及裝置，係按其在工業方面之用途而分類，非按其在工業方面之特殊功能。
（4）第 84.79 節係包括未列入本章之前述任何一節內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5）第 84.80 節，除金屬鑄工場與翻砂模用之箱盒外，亦包括用於鑄造某種材料之手動或機械用之模具（鑄錠模
除外）。
（6）第 84.81 至 84.84 諸節，包括適作機器零件之某類通用物品，以及歸入其他各章物品之零件。
（7）第 84.86 節包括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
及本章註九（丙）所規範之機器和器具。
（8）第 84.87 節包括未列入其他節之非電氣零件。

（C）零件
關於一般之零件，參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
單獨進口之電氣零件，通常列於第八十五章之有關節，例如；電動機（第 85.01 節）；電氣變壓器（第 85.04
節）；電磁鐵、永久磁鐵、起重機用電磁升降頭與電磁夾頭（第 85.05 節）；內燃機用電氣啟動裝置（第 85.11 節）；
電開關、儀器控制板、插頭、連接盒等（第 85.35 至 85.37 諸節）；電子管（第 85.40 節）；二極管、電晶體及類
似半導體裝置（第 85.41 節）；電子積體電路（第 85.42 節）；電氣碳刷（第 85.45 節）；絕緣體（第 85.46 節）；
以及若干絕緣材料製配件（第 85.47 節）。上述物品除非與機器之其他零件合併，否則此種物品即使專供或主要
用於本章之特種機器者，亦應歸入上開諸節。
其他電氣零件應分類如下：
（1）如符合第 84.09、84.31、84.48、84.66 或 84.73 諸節所規定者，應列入各該節。
（2）不符合各該節所規定，但係專供或主要用於歸入本章之機器而設計者，則歸入該機器所屬之節。如非專供
或主要用於某種機器之電氣零件則列入第 85.48 節。

（D）可列入本章內二個（含）以上節之物品
（章註 2 及章註 7 及章註 9（D））
除依照第 16 類類註 1 及第 84 章章註 1 之規定外，凡符合第 84.86 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皆歸入該節，而不得歸
入本商品分類之其他節。
第 84.01 至 84.24 諸節所包括之機器及裝置（通常參考其功能陳述），可用於各種工業；其他節所屬之機器及
裝置，大部分按照其在工業上，或在其他應用場合之實用情形予以說明。根據本章註 2 規定，可歸屬兩個（含）
以上節別之物品，其中之一屬於前一類者（例如，第 84.01 至 84.24 諸節者），則該機器或裝置應列入該節。因此
發動機常不依其用途，一律列入第 84.06 至 84.08 節及第 84.10 至 84.12 節；同理，幫浦即使供特殊用途者（例如
紡織物紡績用幫浦或農業用幫浦），離心分離機、砑光機、過濾機、爐、水蒸氣發生器等亦作如此分類。
但第 84.19、84.22 及 84.24 節，尚有若干例外（已在章註 2 內註明）。因此下述各項物品雖可能歸入第 84.19
節，實際上應歸入本章較後各節內。
（1）農作物發芽機、家禽孵卵及育雛器（第 84.36 節）。
（2）榖物潤溼機（第 84.37 節）。
（3）萃取糖汁用之擴散器具（第 84.38 節）。
（4）熱處理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機器（第 84.5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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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機器、工廠或實驗室設備，其中溫度變化雖屬必須，但僅作機械主要功能輔助之用者。
同理，下列各項雖可能歸入第 84.22 節，實際上歸入本章內較後之節：
（1）縫紉機（例如供封閉布袋之用者）（第 84.52 節）。
（2）公文或函件裝袋機或裝信封機及密封機、硬幣計數機及包裝機（第 84.72 節）。
再者下列二項雖可能被歸列第84.24節，但實際上應歸入本章下列二節：
（a）噴墨式印刷機（第84.43節）。
（b）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第 84.01 至 84.24 諸節之機器，其分類之優先順序，以整個機器為準。機器之混合體，或多用途之機器應依照
第十六類類註 3 之規定及功能單元依照該類註 4 規定分類（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第 IV 與 III 項）。
可列入兩個（含）以上節別之機器，其中無一節屬於第 84.01 至 84.24 節者，則應依節別內規定最確切者或按
其主要用途別分類。多用途機器可供多種用途或工業用者（例如，打眼用機器可同樣供造紙、紡織、皮革、塑膠
等工業等用者），應歸屬第 84.79 節。

（E）裝有自動資料處理機或與自動資料處理機連線作業以執行特殊功能之機器
（章註 5（E））
依第八十四章章註 5（E）規定，裝有自動資料處理機或與自動資料處理機連線作業以執行特殊功能之機器，
應依照下列原則分類：
（1）裝有自動資料處理機且執行特殊功能（資料處理除外）之機器，依該機器之功能歸入相當之節，無明確之
節時，則歸入其他類之節，而非歸入第 84.71 節。
（2）與自動資料處理機同時進口並擬與之連線作業以執行特殊功能（資料處理除外）之機器，應按以下所述分
類：
自動資料處理機必須單獨歸入第 84.71 節，而其他機器則依其功能歸入相當之節，除非按第十六類類註
4 或第九十章章註 3 之規定，其整體機器歸入第八十四、八十五或九十章另外之節。

84.01-核子反應器；核子反應器用之非輻射性燃料元件（匣式）；同位素分離機及設備。
8401.10-核子反應器
8401.20-同位素分離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8401.30-非輻射性燃料元件（匣式）
8401.40-核子反應器之零件
(Ⅰ)核子反應器
核子反應器通常涵蓋生物保護層及其內部之所有裝置及器具。若為構成該層內部整體之一部分，則其他任何
裝置及器具，雖屬該空間之外界，亦包括於本項核子反應器內。
核子反應器通常包括：
（A）核心，係由下列各項組成：
（1） 燃料（可分裂的或可被變為分裂的）。其得溶解或分散於緩衝劑內（均質反應器），或濃縮於燃料元
件（匣式）內（非均質反應器）。
（2）緩衝劑及中子反射器（例如專屬於鈹、石墨、水、重水、以及某種碳氫化合物，諸如二苯或三苯）。
（3）冷卻劑，其作為除去反應器產生之熱（二氧化碳、氦、水、重水、熔融之鈉或鉍、熔融鉀化鈉混合物、
熔鹽、以及某類碳氫化合物等，常可充作冷卻之用）。緩衝劑亦常充作冷卻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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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棒，其具吸收中子之高性能材料（例硼、鎘、鉿）或屬如此材料之化合物或合金。
（B）機械結構物（例如反應器容器、燃料元件（匣式）承架骨；及冷卻劑之輸送管路；閥件；以及控制棒之操
作機構等）。
（C）檢測及自動控制儀器（例如中子源、電離室、熱電偶、遠距照相機、壓力或流量計）。
（D）熱及生物保護層（以鋼、混凝土、鉛材等製成者）。
用於核子工廠，甚或置於生物保護層所隔空間內之某些其他機械、裝置及器具。由於不視為已具核子反應器
主要特性之部分，因此應分類於其適當之節（見下述（c）至（ij）除外項目）。
核子反應器之組合元件，其組成方法與特性，在本質上完全不同，不同型式反應器通常可參考下列各項予以區分：
（1）依增生連鎖反應之中子能大小（例如熱反應器（或慢速）、中級或快速反應器）。
（2）依反應器核心分裂材料之分配方式（例如均質反應器或非均質反應器）。
（3）依用途目的（例如研究用反應器、產生同位素用反應器、材料試驗用反應器、供被分裂材料轉換成分裂材
料用之反應器（即轉化或滋生反應器）、推進反應器、以及產生熱能或電能用反應器）。
（4）使用材料之本質或操作原理（例如，天然鈾、濃縮鈾、釷化鈾、碳化鈉、氣態石墨、加壓水、加壓重水、
沸騰水、游泳池及有機節制器型式之反應器）。
通常，反應器之大小至少依其「臨界值」計算，故有任何中子外損之情形，亦不足中斷其連鎖反應；但供研
究用途，有時亦採用「次臨界值」反應器，此類反應器需要額外之中子源，亦包含於本節內。
單獨進口之核子反應器零件通常係按照第十六類類註 2 之規定分類。
控制棒及其相關機構，與適合加入反應器內作分裂反應之中子源、容器，以及充填燃料元件（匣式）使用之
架骨與加壓水反應器使用之加壓器等，視為核子反應器所屬機件，因而歸入本節。

但下述貨品不得視為核子反應器之零件：
（a）石墨塊（第 38.01 或 68.15 節）、鈹（第 81.12 節）、或氧化鈹（第 69.14 節）。
（b）造型屬特殊型式之金屬管，或除成型外未經其他加工之金屬管，尚未組裝，不論是否可確認為核子反應器
結構體用（第十五類）。
（c）水蒸氣及其他蒸汽發生鍋爐（第 84.02 節）。
（d）熱交換器（第 84.04 或 84.19 節）。
（e）水蒸氣渦輪機及其他蒸汽渦輪機（第 84.06 節）。
（f）泵（第 84.13 或 84.14 節）。
（g）鼓風機（第 84.14 節）。
（h）抽取水中礦物質之器具（通常屬第 84.19 或 84.21 節）。
（ij）更換或抽取燃料元件與移動起重機之搬運機器，（通常屬第 84.26 節）。
（k）處理放射性產品之機械式遙控操作機器（第 84.28 節）。

(Ⅱ) 同位素分離機與裝置
本組包括所有機械式、熱能式及電動式之器具與裝置，經特殊設計供化學元素或其同位素中之一元素之化合
物濃縮之用，或供完成組成該同位素分離之用。
其中，最重要者，係供生產重水（氧化氚）或由Ｕ235 中濃縮鈾之用。
藉濃縮天然水而製造重水用之器具與裝置包括：
（1）特殊分餾法及精餾裝置，其包括極多數叢集與階疊排列之平板，以及利用重水與正常水間微量之沸點差距，
以在重水中獲致持續減少之初餾分及持續增濃之後餾分者。
（2）藉液態氫低溫分餾法之裝置，分離出一種經燃燒而產生重水之氚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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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生重水或氚化合物之裝置，係按同位素交換法，有時依存於觸媒劑，例如藉「雙溫」法，或藉接觸不同
液體和氣態氫相法等。
（4）藉水電解法產生重水之電解電池，以及在氫、水之間結合電解與同位素交換之裝置。
由Ｕ235 濃縮鈾之裝置，下列為最常使用者：
（1）特殊離心分離機，又稱「氣體」（六氟化鈾）離心分離機，為塑膠材料或鋼製，以及具有高轉速之圓柱型
轉子（承杯）者。
上開離心分離機係經內部處理以抗六氟化鈾之腐蝕作用。實務上，需使用極多數階疊排列狀之機台，
以作下流或逆流之操作。
（2）鈾同位素分離器（氣態擴散型）。藉此分離器，氣態六氟化鈾經擴散室（其得為管狀）內多孔狀薄膜（障
礙柵）之擴散作用，分離成兩部分，而較初始氣體鈾 235 之含量微異。經多次操作，即可得純六氟化鈾 235。
（3）「噴嘴」裝置（貝克（Becher）方法」。氣流（六氟化鈾與氦或氫）於噴嘴裝置內被高速注入高度內曲噴嘴
內。及於「逐漸減小管子」出口端分離六氟化鈾之濃縮部分者。
藉電磁分離Ｕ-235 用之質量光譜儀，亦列入本節。
除應依有關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參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組機器及裝置之零件亦包括在此。

(Ⅲ) 核子反應器用非輻射性之燃料元件（匣式）
核子反應器非放射性之燃料元件（匣式）係由可分裂或可變為分裂材料之被覆所組成。通常為卑金屬（例如：
鋯、鋁、鎂、不鏽鋼等），並裝備有特殊配件以供處理。
可裂燃料元件得含呈金屬狀態或化合物（氧化物、碳化物、氮化物等）之天然鈾，濃縮於鈾 235 或 233 或鈽
中呈金屬狀態或化合物之鈾，或濃縮於鈽中之釷。可孕燃料元件（例如具有釷或耗乏鈾），當其置於反應器周圍
以反射中子時，於吸收一些中子後，即變成可分裂者。
不同型式燃料元件，例如：
（1）可燃金屬或覆套卑金屬之呈管狀或棒狀之合金者。此金屬覆套得設凸緣以促進熱交換，及元件得裝配支座
與頭部，以利在反應器之插入或抽出。
（2）石墨中呈棒、板或圓球狀之可分裂燃料，其分離物被石墨所包覆或由其他型式之分離物及陶瓷所組成者。
如同上述（1）項燃料元件（匣式）之得設凸緣或裝配元件之方式者。
（3）由下列各項所裝配者：
（i）一組串之夾層板，其由可分裂燃料或表層包覆純金屬可變為分裂之燃料（金屬或陶瓷成份所組成者）。
（ii）鈍金屬管，其填滿氧化鈾或碳化物之小球者，或
（iii）同心分裂金屬管，其覆套有鈍金屬者。
上開各式燃料元件（匣式）係裝配有支座，以便保持空間之分隔及固定；而這些元件經常附設外殼。所有組
成燃料元件（匣式）之次要元件，係裝設於同一個基座上，並附接同一個頭部。
單獨進口之次要元件（例如，裝滿核子燃料且密封之不銹鋼覆套）應視為燃料元件（匣式）之零件予以歸類。
包覆有碳或碳化矽層之核子燃料微小圓球，作為球狀或角栓狀燃料元件，以及耗竭（非放射性）之燃料元件
（匣式），則歸入第 28.44 節內。
*
* *

本節亦不包括：
（a）藉高溫冶煉法供非輻射性核燃料分離用之爐（視情況歸列第 84.17 或 85.14 節）。
（b）供非輻射性燃料或流程排放物用之分離器，藉由分餾法操作者（供產生重水之方法者除外）（第 84.19 節）。
（c）特殊設計以去除輻射塵用之空氣濾清器（物理式或靜電式）；供保留輻射性碘之活性碳清淨器；供輻射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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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離用離子交換裝置，不論是否藉離子交換抑或化學操作，其仍包括藉電解法操作之裝置；以及非輻射
性燃料用分離器或供處理流出物者（第 84.21 節）。

84.02-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不包括同時能產生低壓蒸汽者之中央系統熱水爐）
；過熱水
鍋爐。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
8402.11--水蒸汽產生量每小時超過 45 噸之水管式鍋爐
8402.12--水蒸汽產生量每小時不超過 45 噸之水管式鍋爐
8402.19--其他蒸汽發生鍋爐，包括混體鍋爐
8402.20-過熱水鍋爐
8402.90-零件
（A）水蒸汽或其他蒸汽發生鍋爐
本組包括之器具，係供產生水蒸氣或其他蒸汽（例如水銀蒸發汽），用以操作原動機（例如蒸汽鍋爐）或其
他機器以蒸汽為動力者（例如汽錘及幫浦），或將水蒸氣送至其他裝置內以供發熱、蒸煮、消毒等之用者，並包
括中央暖氣系統之水蒸氣發生鍋爐在內。
單獨進口之鍋爐（例如火車頭用鍋爐）即使經特別建造，顯已構成某一特定機器、器具或車輛整體之一部分
者，仍列入本節。
水蒸氣鍋爐得以固體、液體或氣體燃料，或以電發熱。
為獲致更有效之發熱效果，或使燃料燃燒鍋爐內加速發生蒸汽起見，故有結構不同之鍋爐。其主要之型式如
下：
（1）火管鍋爐（例如火車頭鍋爐）：其管道橫亙於鍋爐爐身中，火焰氣則通過管道內部而傳導。
（2）水管鍋爐：其中之水管系統，全為火焰氣所包圍；若干水管鍋爐之內壁，亦以水管組成。
（3）混合鍋爐：通常即上開（1）及（2）項鍋爐之混合體。
在若干鍋爐中，其一系列之管均由一個集合器將其連接於一個或數個圓形體；圓形體係作蓄水，或分隔水與
蒸汽之用。在另種鍋爐中，即稱為強迫循環式鍋爐，有時其內部並無蒸發鼓輪，而由泵加速水之循環。
鍋爐之體積大小懸殊極大。體積小者，通常均屬於組合之形式，各組成部分裝於同一外殼內，或裝於同一之
基座上。體積大者，通常含有眾多之獨立元件，裝置於廠基上，或在同一之外殼內，或在同一之磚造結構體內。

（B）過熱水鍋爐
過熱水鍋爐中之水，均須接受相當高之壓力，故其加熱之溫度，遠較普通蒸發點為高（通常均在 180℃或以
上）。
過熱水鍋爐之結構，與上開（A）項所述之蒸汽鍋爐之結構十分相似。其操作所需之壓，或由聚集於蒸發鼓
輪內之蒸汽提供，或由惰性氣體（通常為氮氣）所提供。在鍋爐內產生之過熱水必須經常保持於壓力控制之下，
故須在閉合通路內循環流動，即自鍋爐開始，仍流回鍋爐。
過熱水鍋爐所產生之熱，通常係輸送至相當距離之工業設備（例如汽車車身油漆乾燥用地下室），或一大批
建築物或分區暖氣裝置內；如將熱送至一大批建築物或分區暖氣裝置內，則須通過換熱器。就後者而言，在換熱
器內之過熱水（主要為流體）將熱（卡路里）轉移至二次要流體，再由二次要流體傳熱使房屋溫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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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加或調節熱輸出量及效率，凡歸入本節之鍋爐常需附裝範圍頗廣之輔助裝置。此類輔助裝置包括歸入第
84.04 節之節熱器、空氣預熱器、過熱器、過熱降溫器、水蒸氣收受器、蓄汽器、除煙灰器、氣體回收器、水管火
箱壁與其他裝置，以及第 84.21 節之給水淨化器、除氧器、除氣器與軟水器。
此等輔助機器如與鍋爐同時存在，不論是否已製成，或隨後計劃製成整體鍋爐之一部分者，應按鍋爐列入本
節；如係單獨輸入者，則應歸入其本身應歸屬之節。
同理，隨同鍋爐輸入之爐篦，如計劃製成整體鍋爐之一部分者，應按鍋爐列入本節。
因此已裝於鍋爐內之爐篦，與計劃藉磚造結構結合於鍋爐內之爐篦，兩者不予區別。
本節不包括第 84.03 節之各種鍋爐，即設計用以將水加熱至低於正常蒸發點之溫度者及中央暖氣熱水鍋爐（即
使亦能產生低壓力蒸汽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鍋爐之零件亦包括在此，例如：鍋爐之本
體與底座、火爐管、鍋爐管、水管帽、水管頭、鍋爐鼓輪、蒸汽室、非機械式火箱、檢查蓋以及可熔栓塞。
呈彎曲狀但未經其他加工之金屬管狀物，進口時未組裝者，不能確認為鍋爐之零件，因此應歸入第十五類。

84.03-中央暖氣鍋爐，第 84.02 節除外。
8403.10-鍋爐
8403.90-零件
本節包括任何尺寸之中央暖氣鍋爐（除第 73.21 節具有輔助鍋爐之爐者外），使用任何燃料（例如木材、煤、
焦炭、煤氣、燃料油）之型式，藉水之循環以供房屋、平房、工廠、工場、溫室等處溫暖；本節亦包括電氣中央
暖氣鍋爐。
上開鍋爐得裝配有壓力調節器、壓力錶、水位、接頭旋塞、燃燒器及類似零件或配件。
熱水鍋爐即使亦能產生低壓水蒸汽，亦應列入本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中央暖氣鍋爐之可確認零件，諸如鍋爐
殼、牆、門及人孔蓋或檢查口蓋等。

但以下所列者不得視為零件：
（a）管及配件，其用於連接中央暖氣鍋爐及散熱器者（一般屬第 73.03 至 73.07 節）。
（b）膨脹貯器或室（第 73.09、73.10 或 84.79 節）。
（c）爐用燃燒器（第 84.16 節）。
（d）水蒸汽或熱水栓塞、旋塞等（84.81 節）。

84.04-第 84.02 或 84.03 節鍋爐之輔助設備（例如：節熱器、過熱器、除煙灰器及氣體回收器）
；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組用之冷凝器。
8404.10-第 84.02 或 84.03 節用之鍋爐輔助設備
8404.20-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組用之冷凝器
8404.90-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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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84.02 或 84.03 節用之鍋爐輔助設備
這些包括：
（1）鍋爐給水預熱用之節熱器。係利用煙道氣或排棄之蒸汽之廢熱；節熱器通常包括銜接器，以銜接一系列之
鑄鐵或鋼質之管狀物，有時盛放於以獨立金屬板製成之室內，排棄之蒸汽或煙道氣則流入金屬室內；在混
合式之節熱器中，排棄之蒸汽係直接導入給水室內。
（2）空氣預熱器。亦係利用廢熱，由各種熱力交換系統之空氣室所組成，例如：管狀式熱力交換系統之空氣室，
熱煙道氣在室內循環流動，但室內之空氣變熱；片式熱力交換系統之空氣室，空氣與煙氣係在狹窄而鄰近
之小室內各自循環流動；迴轉式熱力交換系統之空氣室，則裝有旋轉式之阻板。
（3）過熱器。含有銜接器，以銜接鋼製高壓管系統。在此系統內，來自鍋爐之飽和蒸汽予以進一步加熱，以除
去濕氣，並產生溫度極高之蒸汽。過熱器通常為鍋爐總成之主要部分，但在若干情況下，亦有一獨立之煙
道系統。
（4）過熱降熱器。旨在防止過熱器所產生之溫度過高之用；通常裝於兩段過熱器之中間，含有一鑄鐵體，蒸汽
流入體內後即由流動之水予以冷卻。
（5）蒸汽收集器。圓筒式體，用以收集由一組鍋爐內所流出之蒸汽。
（6）蒸汽蓄積器。大型絕緣之圓筒型鋼質高壓蓄積器，用以蓄積蒸汽。
（7）蓄熱器。旨在蓄積各蒸汽鍋爐之多餘熱能。
（8）管形爐壁。即連接導管之垂直管狀系統，給水即在其內循環流動；其設計係裝於爐壁內部表面之前方。其
含有雙重作用，一為防止爐壁發生過熱，一為預熱給水。
（9）除煙灰器（煙灰吹散器），自動式或非自動式。係用噴射蒸汽或壓縮空氣，吹去蒸汽產生設備（例如過熱
器、水管、火焰管及節熱器）之管狀零件上所附著之煙灰及類似污物之用。該項器具含有管（固定或伸縮）
與一組噴嘴，由活塞控制，及與蒸汽或壓縮空氣之導管相連，除煙灰器亦有呈可伸縮之噴嘴形態者。
（10）氣體回收器。係使廢氣返回鍋爐內之一種裝置，俾將未燃燒之物質予以再燃燒。
（11）污泥刮削器。

（B）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組用之冷凝器
這些包括各種蒸汽冷凝器，使廢蒸汽冷卻及冷凝以減少蒸汽機內之反壓力；因而增大其機動力。冷凝器含有
下列各項：
（1）表面冷凝器。含有圓筒形之外殼，內裝一系列之管子，蒸汽導入圓筒內，冷水則通過管子而循環流動（或
偶有採用相反之方法者），而使蒸汽冷凝。
（2）混合冷凝器。蒸汽在此器內與水直接混合。本節包括噴射冷凝器，水經噴射後在冷凝室內產生部分真空（與
噴射幫浦之噴射作用原理相同）。
（3）氣冷式冷凝器。係以網狀蒸汽管組成，而由強迫流動之空氣冷卻。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上述機器及用具之零件。
呈彎曲狀但未經其他加工之金屬管狀物，進口時未組裝者，不能確認為本節貨品之零件，因此應歸入第十五
類。
*
* *

本節不包括以下所列，不論是否用於鍋爐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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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泵（包括供鍋爐壓力給水用之噴射式注水器）、鼓風器、風扇、及屬於第 84.13 或 84.14 節之其他機器。
（b）爐用燃燒器、機械爐篦、機械添煤器、及類似機器（第 84.16 節）。
（c）屬於第 84.19 節之蒸餾及其他冷凝器。
（d）水、氣體等用之過濾及淨化器（第 84.21 節）。

84.05-發生爐煤氣或水煤氣之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在內；乙炔發生器及類似水化
氣體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在內。
8405.10-發生爐煤氣或水煤氣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在內；乙炔發生器及類似
水化氣體發生器，不論是否附有潔淨器者均在內。
8405.90-零件
本節包括自足式裝置及設備，用以產生任何氣體（例如爐煤氣、水煤氣及其混合氣體或乙炔），不論該氣體
係作何用途者（例如照明、工廠加熱、燃氣動力機、金屬焊接或切割、化學合成等用）。
本節亦包括特別為汽車用而製造之發生爐煤氣發生器，但不包括事實上僅需配裝燃燒器即成燈具之乙炔發生器
（見第 94.05 節）。

（A）發生爐煤氣發生器
這些通常包括封閉式圓筒，內有耐高溫之襯裡或水冷式之雙壁並裝有爐篦（即固定式、振動式或旋轉式），
可吸入或吹入氣流（空氣或蒸汽）。一厚層之燃料即在爐篦上燃燒，而空氣與蒸汽之流動情形須予以調節使燃燒
不完全，水之分解和不完全燃燒之燃料產生一氧化碳與氫氣。經產生之一氧化碳、氫氣及氮氣之混合物（發生爐
煤氣），再由發生器之頂部抽出。
在若干「倒轉式燃燒」發生器中，空氣係自頂部吹至底部，並沿圓筒之邊緣進行，而在發生器之底部爐篦之
下將氣體收集；此式之優點，能使焦油等獲致更完全之燃燒。

（B）水煤氣發生器
水煤氣發生爐之構造均相類似，但已作排列者，可使空氣、水或蒸汽交替噴入裝置內。噴入之水所產生之氣
體，係氫氣與一氧化碳之混合氣體（水煤氣），其熱力較發生爐煤氣之熱力為大；噴入之空氣所產生之氣體可與
發生爐煤氣各自收集，或將兩種氣體混合。
*
* *

發生爐煤氣發生器與水煤氣發生器兩者均可予改裝，使適應燃燒多種固體燃料（例如：煤、焦炭、木炭、木
材、植物或其他廢材）。
如作某種用途，尤其供給氣體引擎之用者，發生爐煤氣或水煤氣均須清除雜質（諸如灰塵、柏油、硫化物等），
有時尚須再度加熱或冷卻；基於此種用途，發生爐常需附設淨化器（係由鑽孔之圓錐體、焦炭床、洗滌器等組成）、
冷卻器、乾燥器、重熱器等。淨化器與其他輔助裝置若係隨同發生器進口，且明顯地其係特別設計專供發生器之
用，則按發生器分類；單獨進口者，則各自歸入其本身相應之節（例如，淨化器列入第 84.21 節）。

（C）乙炔發生器（水處理法）
乙炔發生器之結構，一般極為簡單，含有以水封閉之蓄氣器，在充氣及放氣時，蓄氣器之動作可自動控制氣
體產生裝置；氣體產生裝置有下列三種形式：
（1）將碳化鈣塊斷續地浸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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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碳化物逐漸加入水中。
（3）將水滴落於碳化物上。

（D）其他氣體發生器（水處理法）
其他氣體發生器包括氧氣發生器（例如，潛水艇用者）及乙烯發生器（例如，根據以水對某些化學品之作用
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氣體發
生器之本體、爐篦、集氣器及水與碳化混合器）。
*
* *

本節亦不包括：
（a）供氣體渦輪機用之自由活塞式發生器（第 84.14 節）。
（b）焦炭窯（例如市區用煤氣產生器）(第 84.17 節) 。
（c）設計供非治療目的用之電氣臭氧發生及擴散裝置（例如供工業用或供房間臭氧化用者）和電解質氣體發生器
，例如產製二氧化氮、氫硫化物或氰酸（第 85.43 節）及臭氧治療裝置（第 90.19 節）。

84.06-水蒸汽渦輪機及其他蒸氣渦輪機。
8406.10-供船推進用之渦輪機
-其他渦輪機：
8406.81-出力超過 40 百萬瓦特者
8406.82-出力不超過 40 百萬瓦特者
8406.90-零件。
本節包括蒸汽輪機，其係藉膨脹蒸汽所生之動能，施之於輪之葉或片上而使之推動；蒸汽渦輪機主要係由下
列各項組成：
（1）迴轉子：含有一軸，其上裝有一輪（或數輪），輪之邊緣則承載一排間隔緊密之葉或片，常為弧形橫斷面，
有時則稱為「扭葉片」。
（2）定子：定子含有一外罩以支持迴轉子並使之可迴轉；定子設有一系列之固定片或噴嘴，導引蒸汽至迴轉子
之葉片上。
在「衝力」式渦輪機中，其定子設置若干噴嘴，蒸汽即在噴嘴內膨脹，並以高速度對迴轉子之扭葉片正切噴
射；在「反力」渦輪機中，轉子上之葉片係在圍繞定子表面之固定葉子之間旋轉，固定葉片與迴轉子之葉片，形
狀相似，但方向相反；經此安排後可使蒸汽沿軸心方向通過定子之葉片，再前進至轉子鄰近之葉片。
為求更高之效率起見，此兩種系統常合併成「複合渦輪機」，但將一系列之轉子裝於一共同之軸上者（多級
渦輪機）則更多。此舉可得蒸汽累進膨脹作用。
由於渦輪機之旋轉速度頗高，故特別適於直接驅動下列一類機器；發電機（渦輪發電機）、壓縮機、通風機
或離心式幫浦；及作某些用途者（例如輪船及若干火車頭用）之渦輪機，其一律安裝逆轉齒輪或減速齒輪。單獨
進口之逆轉齒輪或減速齒輪不列入本節（第 84.83 節）。
本節亦包括水銀蒸汽渦輪機。其結構與用途，與上述之水蒸氣渦輪機類似，只是以水銀蒸汽取代水蒸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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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渦輪機之主要組成部分之一為調速機構，其功能為調節輸至渦輪內之水蒸氣或其他蒸汽之數量，以適合負荷
之需要，以及確保穩定之速度。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上述之調速器及渦輪機之其他零件（例如，
迴轉子與定子及其部分品，迴轉子或定子之葉片）。

84.07-往復式或旋轉式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8407.10-航空用引擎
-船推進用引擎：
8407.21--舷外引擎
8407.29--其他
-第 87 章機動車輛推動用之往復式活塞引擎：
8407.31--汽缸容量不超過 50C.C.者
8407.32--汽缸容量超過 50C.C.，但不超過 250C.C.者
8407.33--汽缸容量超過 250C.C.，但不超過 1000C.C.者
8407.34--汽缸容量超過 1000C.C.者
8407.90-其他引擎
本節包括火花點火往復式內燃引擎及旋轉式內燃引擎（具有三葉圓盤式「活塞」之 Wankel 引擎），但屬第九
十五章者除外。本節亦包括供機動車輛用之引擎。
這些引擎一般具有下述元件：汽缸、活塞、連桿、曲柄軸、飛輪、進汽與排汽活門等。其係利用易燃氣體或
蒸汽在汽缸內燃燒，而發生之膨脹力量。
這些引擎之特性，係在汽缸之頭部裝有火星塞，及與馬達同步之電氣裝置（諸如磁電機、線圈、斷電器等），
用以輸送高壓電流。
常見之類型為，燃料與空氣先行混合（例如在化油器中先行混合），然後再由活塞之吸氣衝程將混合氣體吸
入汽缸中，但在某些情況下（例如若干航空引擎及汽車引擎），燃料係由噴射器直接噴入汽缸內。
最常用之燃料為汽油，但亦有用其他燃料者，包括煤油、酒精、氫氣、煤氣、甲烷等。
氣體引擎常用爐煤氣發生器予以補給，該發生器有與引擎裝成一整體者，但以獨立裝設者居多。獨立裝設之
發生器則歸入第 84.05 節。
*
* *

上述兩種引擎可能具有一個或數個汽缸。若有數個汽缸者，其連桿均應耦合於同一之曲柄軸上。分別給油之
各汽缸，則用各種方式予以排列；例如排成：垂直線（直立或倒置），兩行對稱而相對之斜行（Ｖ型引擎），在
曲柄軸對面平行相對；對於某些飛機引擎，或需排成輻射狀。旋轉活塞式引擎（Wankel 引擎）之作動原理，一般
與前述傳統式引擎相同。然而，為取代藉往復活塞與連桿旋轉曲柄軸，旋轉活塞式引擎通常為三葉圓盤式「活塞」
所組成，而裝於造型特殊之外罩內直接旋轉偏心軸。其活塞將燃燒室分成若干隔間，而完全旋轉一次相當於每一
葉輪之四行程循環。此種引擎得具一個或數個外罩與「活塞」。
歸入本節之引擎，可適合多種用途，例如用於農耕機；供發電機、幫浦或壓縮機用；以及作為飛機、汽車、
機車、牽引車或船隻之推進用。
歸入本節之引擎，得裝配有燃料噴射幫浦、點火零件、燃油及滑油儲蓄器、水散熱器、冷油器、水、油或燃
料幫浦、鼓風機、空氣或機油濾清器、離合器或動力推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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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啟動裝置（電動或其他）。亦可裝設變速齒輪。引擎並可能裝配有撓性軸。
本節包括推進小船用之「舷外發動機」，由本節之發動機、推進器及船舵合為一組，整體構成一獨立、個別
之單元。此種發動機設計裝設於船身外側，易於拆裝與調整，但是，固設於船身後端內部之發動機，因與用來支
撐固設於船外部相當位置之船舵推進器之整體相結合，故不得視為舷外發動機。
本節尚包括活動馬達，其引擎係裝於有輪之底盤或滑行部，包括附有驅動機構而在一定範圍內可自力推進者
（但以未構成第八十七章之車輛者為限）。
*
* *

本節不包括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之可變壓縮發動機，設計專供測定發動燃料之辛烷及十六烷值用者（第九
十章）。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引擎之零件應歸於第 84.09 節。
。
。。

目註解：
第 8407.10 目
「航空用引擎」一詞，係指設計或修改供按裝螺旋槳（飛機螺旋槳）或轉子之引擎。

第 8407.31、8407.32、8407.33 及 8407.34 目
引擎之汽缸容量係等於單缸活塞行走於該汽缸內上死點與下死點間之容積乘以汽缸數。

84.08-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或半柴油引擎）。
8408.10-船推進用引擎
8408.20-第 87 章機動車輛推動用引擎
8408.90-其他引擎
本節包括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屬第九十五章者除外），及機動車輛用引擎。
這些引擎之機械結構與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類似，其亦有相同之重要機件（例如：汽缸、活塞、連桿、曲
柄軸、飛輪、進汽及排氣活門等）。所異者為壓縮點火引擎中，空氣（有時空氣與氣體混合）係先引入汽缸經快
速度壓縮；然後將霧化之液體燃料噴入燃燒室內，藉所生之熱量自動燃燒，此種壓縮力遠較火花點火引擎所發生
者為大。
除柴油引擎外，尚有較輕之中間級型引擎（半柴油引擎）用較低壓縮比操作者。啟動此型引擎時，須用噴燈
使其汽缸頭預熱，或用預熱塞亦可。
壓縮點火引擎用之燃料，係價值較廉之重型液體燃料，諸如重石油或柏油、頁岩油、植物油（花生油、蓖麻
油、棕櫚油等）。
*
* *

本節之引擎得具有一個或數個汽缸。若有數個汽缸者，其連桿均應耦合於同一之曲柄軸上。分別給油之各汽
缸，則用各種方式予以排列；例如排成：垂直線（直立或倒置），兩行對稱而相對之斜行（Ｖ型引擎），在曲柄
軸對面平行相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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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入本節之引擎，可適合多種用途，例如用於農耕機；作為飛機、汽車、牽引車、火車、機車、船隻或發電
廠等用之推進機。
本節之引擎，得裝配有燃料噴射幫浦、點火零件、燃油及滑油儲蓄器、水散熱器、冷油器、水或油料幫浦、
鼓風機、空氣或機油過濾器、離合器或動力推動器，或啟動裝置（電或其他）。亦可裝設變速齒輪。引擎並可能
裝配有撓性軸。
本節尚包括活動馬達，其引擎係裝於有輪之底盤或滑行部，包括附有驅動機構而在一定範圍內可自力推進者
（但以未構成第八十七章之車輛者為限）。
*
* *

本節不包括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之可變壓縮發動機，設計專供測定發動燃料之辛烷及十六烷值用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引擎之零件應歸入第 84.09 節。

84.09-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07 或 84.08 節引擎用零件。
8409.10-航空引擎用
-其他：
8409.91--專用或主要用於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者
8409.99--其他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第 84.07 或 84.08 節之內燃活塞引擎之零件
（例如：活塞、汽缸及汽缸體；汽缸頭；汽缸襯套；進氣及排氣活門；進氣及排氣歧管；活塞環；連桿；化油器；
燃料噴嘴）。

但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噴射泵（第 84.13 節）。
（b）引擎曲柄軸與凸輪軸（第 84.83 節）；及齒輪箱（第 84.83 節）。
（c）電點火或起動設備（包括火星塞及預熱塞）（第 85.11 節）。

84.10-水力渦輪機、水輪及其調整器。
-水力渦輪機及水輪：
8410.11--功率不超過 1000 瓩者
8410.12--功率超過 1000 瓩，但不超過 10000 瓩者
8410.13--功率超過 10000 瓩者
8410.90-零件，包括調整器
本節包括水力輪機及水輪，其能使流動液體或在壓力下之流體（例如：流水、瀑布，經過壓力之水、油及特
種流體者）所蓄之動能獨自轉變為動力者。此類引擎與馬達經引注大量水流於裝有槳、葉片或螺旋部分之輪上後
即可操作。

（A）水力渦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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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渦輪機係由裝設於定子內之迴轉子所組成者。該定子係引導水流噴注於轉子之葉片上者。
水力渦輪機主要有下述三型：
（1）Pelton 型，用於給水量較少之高壓水者。其迴轉子包括一旋輪，旋輪周圍以徑向設置有許多杯形物。其定子
僅含強固之箱殼，內裝一個（含）以上之噴射口，使水流循切線方向噴入杯形物內。
（2）Francis 型，用於大量給水量之中壓或低壓水者。此型為一整塊鑄鋼之迴轉子，其上裝有巨大之螺旋槳片。
其定子含有導管及在軸上之排水口，導管通常為螺旋形，並裝有大而角度可變之導片，以確保輻射之水流
圍繞迴轉子之四周旋流。
（3）Kaplan 型，用於低壓給水者。此型渦輪機與上述各型極近似。其定子及迴轉子，均裝有可以調整角度之葉
片。
水力渦輪機主要用於水力發電設備。

（B）水輪機
這些極簡單之引擎，包括一大輪，輪之周圍裝有木製或金屬製之扁平或中空槳板，其軸心則經常裝有增加速
率之齒輪。所產生之機械動力，通常直接用於小型工廠、鋸木廠、麵粉廠等。
船舟用之槳輪，其外形雖與水輪機相似，但應除外（見第 84.87 節）。流量測定槳輪亦不包含於本節內（見
第 90.15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水力渦輪機或水輪機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
如：迴轉子、定子、供定子或迴轉子用之葉片及吊桶、螺旋導管箱、可自動調整水流量、或自動調整迴轉子或定
子之可變傾斜角度之調整器，俾負荷雖有變動，但迴轉速度仍可確保一致，及供調整器用之活門針）。

84.11-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輪機（＋）。
-渦輪噴射引擎：
8411.11--推進力不超過 25 仟牛頓者
8411.12--推進力超過 25 仟牛頓者
-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
8411.21--功率不超過 1,100 瓩者
8411.22--功率超過 1,100 瓩者
-其他燃氣渦輪機：
8411.81--功率不超過 5,000 瓩者
8411.82--功率超過 5,000 瓩者
-零件：
8411.91--渦輪噴射引擎或螺旋槳推動渦輪機用者
8411.99--其他
本節包括渦輪噴射引擎、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及其他燃氣渦輪機。
本節之渦輪機一般係內燃引擎，通常不須藉助任何例如水蒸汽渦輪機所需之外在熱源。

（A）渦輪噴射引擎
渦輪噴射引擎係由壓縮器、燃燒系統、渦輪及噴嘴所組成，該噴嘴係置於排氣管內而呈一漸縮導管。由渦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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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之熱壓氣體藉噴嘴將其轉變成高速氣流，而該氣流作用於引擎以提供推動飛機用之動力。渦輪噴射引擎最簡
單之結構係壓縮器與渦輪裝於單一軸上者。而屬複雜型式者，其壓縮器係設成二部分（屬其二短管壓縮器），每
一部分之短管壓縮器係藉助其渦輪經同心軸所驅動。另外不同者，係通常於壓縮器之氣體入口處增設一導管風
扇，由第三渦輪帶動或將其與第一壓縮器短管連結。風扇作用於一導管螺旋槳內，其大部分風量經由壓縮器與渦
輪之旁路，並結合噴射排氣以產生額外之推力。此種說法有時稱為「旁路風扇噴射式」（bypass fanjet）。
所謂「後燃燒」（after-burning）設備，係串聯於若干渦輪噴射引擎系統內之一種輔助機件，藉以在極短時間
內擴大氣體輸出之力量。此類設備之具有自己之燃料供應，並可利用渦輪噴射器所排出氣體中之多餘氧氣者。

（B）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
此等引擎係類似於渦輪噴射引擎，但其具有壓縮器引擎之更多下游渦輪，其係與使用於活塞引擎式飛機上之
螺旋槳相耦合。後者之引擎有時稱之「自由式引擎」（freeturbine），係指其機構不與壓縮器及壓縮器引擎軸相耦
接。因此，壓縮器引擎放出之大部分熱壓氣體，藉助自由式引擎將之轉變為軸動力，以取代渦輪噴射引擎於噴嘴
內之膨脹方式。在某種情況下，自由式引擎所排出之氣體得於噴嘴內經膨脹，以產生輔助噴射力量推動螺旋槳旋
轉。

（C）其他燃氣渦輪機
本組包括特殊設計專供工業用之燃氣渦輪機，或適合除提供飛機飛行動力以外之渦輪噴射器或渦輪螺旋槳機
件者。具有下列兩種循環：
（1）簡單循環，此循環中空氣被吸入經壓縮器壓縮，及燃燒系統加熱與通過渦輪，終排出大氣為止。
（2）再生循環，此循環中空氣被吸入，經壓縮並由再生器之空氣管路通過。首經渦輪廢氣之預熱，然後熱空氣
通過燃燒系統被附加燃料作進一步加熱。空氣／瓦斯混合物則通過渦輪及最後經由再生器之熱氣體部分排
出大氣中。
亦有下列兩種設計：
（a）單一軸氣體引擎機件，其機件中，壓縮器與渦輪係設置於單一軸上，該渦輪提供動力以致壓縮器旋轉及經由
一聯結器旋動機器。此類傳動方式對於等速應用於發電廠最有效。
（b）兩軸氣體引擎機件。其機件中，壓縮器、燃燒系統及壓縮器渦輪亦組裝成一體，稱之氣體發生器，而裝設
於獨立軸上之第二渦輪則從氣體發生器所排發氣中取得已加熱加壓之氣體。此第二渦輪稱為動力渦輪，係
耦接於諸如壓縮器或幫浦之類驅動元件。兩軸氣體引擎正常應用於須由氣體引擎（渦輪）獲得動力及旋轉
速度之變量負載之處。
此類氣體引擎用於海中船舶、火車、機車。發電廠之發電設備，以及供油、氣體、管路與生化工業之機械設
備。
本組亦包括無裝設燃燒室之氣體引擎，包含有簡單定子與迴轉子，利用其他機器或器具所供應之氣體（例如：
氣體發生器、柴油引擎、自由式活塞發生器），及壓縮空氣或其他壓縮氣體渦輪之能量。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外（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引擎與發動機之零件亦應歸屬於此（例
如：燃氣渦輪機轉子、供噴射引擎用之燃燒室及通氣孔、渦輪噴射引擎之零件（定子環，有或無葉片者；轉子盤
或輪，有或無凸片者；葉片及凸片）、燃料供應調節器、燃料噴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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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8411.11 及 8411.12 目
推力係指每秒排氣中質量流量與空氣入口速度及排氣速度間差異之乘積之意。

84.12-其他引擎及發動機。
8412.10-反作用式引擎，渦輪噴射引擎除外
-液壓引擎及發動機：
8412.21-線性作用（缸式）
8412.29--其他
-氣動引擎及發動機：
8412.31--線性作用（缸式）
8412.39--其他
8412.80--其他
8412.90--零件
本節包括引擎與發動機之不歸入以前各節（第 84.06 至 84.08 節、第 84.10 或 84.11 節）或第 85.01 或 85.02 節
者。因此歸入本節者為非電力引擎與發動機，但蒸汽引擎、火花點火及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水力引擎、水輪
機、渦輪噴射或螺旋槳推動用渦輪機或其他燃氣渦輪機等除外。
本節包括反作用式引擎（渦輪噴射引擎除外）、氣力動力引擎與發動機、風力引擎（風車）、用彈簧或重力
平衡系統操縱之發動機等；若干液壓引擎及發動機，以及若干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機件者。

（A）渦輪噴射引擎以外之反作用式引擎
（1）撞擊噴射引擎
此係機械式之簡單引擎，僅對於快速轉動之機器發生作用。無渦輪壓縮器者，其所需之空氣係單獨由
作動速度經導管壓縮入燃燒室。其動力則源自廢氣通過噴氣嘴時因膨脹而產生之反動力。
（2）脈動噴射引擎
此種引擎與上述之撞擊噴射式不同，其噴嘴發出者為脈動氣流而非連續噴氣。此係間歇性燃燒之故。
其與撞擊式者不同之處，在於可在靜態中發動，脈動之動作可引入空氣。
脈動噴射引擎用於飛機，主要係協助起飛之用。
（3）火箭引擎
此係反力引擎，其燃燒與外界之空氣供應無關，進料包含有燃料與助燃劑兩項。
其具有下列兩種主要型式：
（i） 液態推進劑引擎。此型引擎由燃燒室加上一個或數個以儲存推進劑之桶具所組成，其用一系列管子、
幫浦及一噴射管互相連結而成。幫浦藉一渦輪推動以及由一獨立氣體發生器供給燃氣。此型火箭引擎
重要部分係由噴射系統組成。所使用之燃料包括乙醇、聯氨水合物等，助燃劑則為過氧化氫、過錳酸
鉀、液態氧、硝酸等。
（ii）固態推進劑引擎。此類引擎由圓筒式壓力室及噴射管所組成。其燃燒室與推進劑給料組成一體。而此
型引擎之推進劑係由燃燒劑（通常氯酸氨）及燃料（通常為多氨基甲酸乙酯）組成。某一類型之火箭，
則用第三十六章有推進劑性質之固體燃料。
火箭引擎歸入本節者，僅限於用作推動單位之主體者（例如：供飛機之輔助或起飛引擎之用者），或裝於導
向飛彈上、或設於人造衛星或太空船升空之載具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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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不包括：
（a）防冰雹火箭、救生火箭及類似之煙火型火箭（第 36.04 節）。
（b）人造衛星或太空船發射裝置（第 88.02 節）。
（c）帶有能源單元之導向飛彈（第 93.06 節）。

（B）液壓引擎及發動機（hydraulic power engines and motors 液壓動力裝置）
本組包括：
（1）第 84.10 節渦輪機或水輪除外之若干引擎，利用波浪、海流（如 Savonius 迴轉子，具有二個半圓筒狀葉片者）
或海潮所產生之機械能者。
（2）水柱機，其係藉水施加於活塞上所產生之壓力而操作。由於水對兩個或更多之活塞產生作用，致活塞於缸
內移動，進而推動機器之旋轉軸。
（3）液壓缸，例如，由黃銅或鋼製之筒及包括－活塞組成者。該活塞藉油壓（或其他液體壓力）作用於活塞的
一面（單動式）或兩面（雙動式）以操作，將液壓能量轉變成線性運動，此類液壓缸使用於工具機、施工
機械及轉向機械裝置等。
（4）液壓閥促動器，單獨進口者，其金屬外殼內設有一活塞並藉梢垂直裝於活塞桿上，利用液體壓力將線性運
動轉換為迴轉運動，此舉係便為操作塞閥或裝有迴轉機構之其他用具。
（5）液壓伺服動力機係在回饋控制系統或調節系統中執行最後或中間促動器之任務者。
此類伺服動力機被應用在例如航空器上。
（6）液壓系統係由液壓動力單元（基本上由液壓泵、電動機、控制閥及油箱組成）、液壓缸及連接液壓缸與液
壓缸與液壓動力單元所必需的液壓管所組成，整體形成第十六類類註 4 所規定之功能單元（見類註通則）。
此類系統被應用在例如操作土木工程結構。
（7）機動船用液壓噴射引擎（液力噴射）。此類引擎具有－強力泵，吸取海水或河水，再由在船底或船尾之一
個（或多個）可調節管急速噴出。

（C）氣動引擎及發動機（pneumatic power engines and motors 氣壓動力裝置）
氣動引擎使用外界之壓縮空氣，原則上類似蒸汽活塞引擎，在某種情況下亦與蒸汽渦輪相似。在適當之情形
下，此等引擎得具有燃燒器或其他發熱裝置以增加空氣之壓力（及因此藉其產生擴展能量），亦可在溫度急速下
降時避免汽缸凍結。
這些引擎，因對於礦內之氣體不發生爆發作用，主要用於礦場，用以拖曳牽引車及絞盤等。亦有用於某類火
車、機車、飛機上及潛水艇等，及作為內燃機之輔助起動馬達以及用以推進魚雷。
本組亦包括：
（1）翼狀馬達、齒輪馬達及供氣動傳輸之軸向與徑向活塞馬達。
（2）氣動汽缸，例如，由黃銅或鋼製成及包括一活塞組成者。該活塞藉壓縮空氣作用於其一面（單動式）或兩
面（雙動式）使之操作，且在氣體能量施壓下轉變成線性運動者。此型汽缸使用於工具機上、結構機器及
轉向機構等。
（3）單獨進口之氣壓閥門引動器，其金屬箱殼內設有一活塞並藉梢垂直裝於活塞桿上，利用氣體壓力將線性運
動轉換為迴轉運動者，係便於操作塞閥或設有旋轉機構之其他用具之用。

（D）風力引擎（風車）
本組包括所有動力機（風力引擎或風力渦輪），其推進器或迴轉子葉片（其傾角常可變動）受風之推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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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直接可轉變為機械能者。
推進器或迴轉子經常裝於一相當高之金屬塔頂，並有一臂與葉片水平面成直角，形成一個指風向標或若干類
似裝置，根據風向而定裝置之方法。其機動力通常以減速齒輪垂直轉軸，傳至在地面上之動力起動軸。若干風力
馬達（減壓馬達）具有中空之葉片，風壓因葉片之轉動而減弱，經過不透空氣之導管傳入地面以推動一小型反動
力渦輪。
風力馬達通常屬於低馬力型，主要用於農村之設備，以推動灌溉幫浦、抽水機或小型發電機。
發電設備以風力馬達組成，而與發電機組合成一整體者（包括發電機，在飛機沖流內操作者）除外（第 85.02
節）。

（E）用彈簧或重力操縱之發動機等
這些一如鐘錶之機械，係用旋緊彈簧鬆開時所發出之力量，亦有利用地心引力以操縱者（例如平衡重量或類
似裝置者）。但已裝配或適於裝配鐘錶之齒輪擒縱器者除外（第 91.08 或 91.09 節）。
本組之發動機，尤其以彈簧驅動者，已被用以操作多種不同之用具（例如：音樂盒、自行轉動烤肉叉、循環
轉動之展覽窗、登記用具及彫刻工具）。

（F）未附設鍋爐之活塞引擎
此型活塞引擎之機械能，係由汽缸內活塞位置之移動作用而產生，促成活塞位置移動之動力，即鍋爐所生蒸
汽與大氣壓力（非冷凝引擎）或與冷凝器低壓力（冷凝引擎）之壓力差所生。而活塞之往復運動或擺動動作可經
連桿及曲柄軸或飛輪，轉變為旋轉運動。
最簡單之引擎為單動作引擎，其中之蒸汽壓力僅能施加於活塞之一端；其他類型者（雙動作），其蒸汽壓力
可交替作用於活塞之兩端。在功率更大之引擎中，蒸汽可連續通過直徑逐漸增大之兩個或多個汽缸中，各自活塞
之連桿則耦接於單一曲柄軸者（複合引擎、雙膨脹引擎或三膨脹引擎等）。例如：火車、機車引擎及船舶引擎，
均屬後一類之引擎。

（G）附設鍋爐之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引擎
本節所屬之引擎含有鍋爐（通常為火管式鍋爐，連同單式膨脹蒸汽引擎或複活塞式蒸汽引擎並裝配一或兩個
飛輪者，而後者亦常用作動力輸出。
此種引擎主要係產生低功率或中功率者。其設計雖多少可作永久性設備之用，但因結構簡潔，故易於拆卸及
搬運。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引擎與發動機之零件亦應歸屬於此（例如：
供噴射引擎用之燃燒室及通氣孔、燃料供應調節器、燃料噴嘴、風車葉輪、汽缸、活塞、滑閥、離心球式或蠅量
式調速器、連桿）。
一般而言，附設鍋爐之水蒸汽或其他蒸汽動力引擎之零件，應分別按鍋爐之零件（第 84.02 節）或本節蒸汽
動力引擎之零件予以分類。
但傳動軸與曲柄軸則不包括在內（第 84.83 節）。

84.13-液體泵，無論是否裝有計量裝置；液體昇送器（＋）。
-泵，裝有或經設計可裝計量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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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3.11--加油站或修車廠用之配送燃料或潤滑油用泵
8413.19--其他
8413.20-手泵，第 8413.11 或 8413.19 目所列者除外
8413.30-用於內燃活塞引擎之燃料泵、潤滑泵或冷卻泵
8413.40-混凝土泵
8413.50-其他往復排量式泵
8413.60-其他旋轉排量式泵
8413.70-其他離心式泵
-其他泵；液體昇送器：
8413.81--泵
8413.82--液體昇送器
-零件：
8413.91--泵之零件
8413.92--液體昇送器之零件
本節包括絕大部分之機器及器具，係用以昇送或連續排除液體者（包括熔融金屬液與濕混凝土）。此種機器
及器具，不論係以人工或任何力量操作，亦不論係一整體或非一整體者，均包括在內。
本節包括輸送泵之備有計量器或計價機構者，諸如修理廠用之加油設備，及特別設計用作其他機器與車輛等
之泵（包括用於內燃引擎之油料與給水泵，以及人造紡織纖維紡織機用之泵等）。
本節之機器可依據其操作系統，再分為下列五類：

（A）往復排量式泵
此類泵係運用在汽缸內活塞或柱塞之吸力與壓力而活動，其吸入口與排出口均用活門予以調節。「單向活動」
（single-acting），泵僅用活塞一端之衝力或吸力；「雙方活動」double-acting）泵，則為利用兩端者。因此活塞之
往復衝程均可加以運用。簡單之「提升」（lift）泵，僅用吸力使液體上升，並利用大氣壓力使之流出。在「強力」
（force）泵中，除吸力衝程外，另加壓縮衝程迫使液體上升或抵抗壓力。多汽缸泵則常用以增加流出量。而汽缸
得呈直線排列或星狀排列。
此組包括：
（1）隔膜式泵。裝有金屬、皮革等之震動膜（直接或經液體傳導而震動），用之以排除液體使之昇高者。
（2）「油墊式」（oil-cushion）泵（排水灌溉、抽汲黏性液體、酸類等用）。此種泵中，以一種不能與所吸之液
體混合之流體作為薄膜之用者。
（3）電磁泵。此種泵之活塞其往復衝程係藉電磁作用產生（由置於磁場內之翼狀物經震盪所致）。
（4）利用兩活塞之吸力或壓力而活動之機器。諸如設計用於輸送濕混凝土之泵（混凝土泵）。但永久裝設有本
節之混凝土泵之特殊用途車輛者除外（第 87.05 節）。

（B）旋轉排量式泵
此種泵，其液體之吸入與排出亦由吸力與壓力促成，但其吸力與壓力則由凸輪或類似之裝置產生。而凸輪則
隨軸不斷旋轉，與圍繞之室壁在一處或多處接觸，由此則形成移送液體之室間。
它們可依機構旋轉之性質，分為下列數種：
（1）齒輪泵。液體係由一特殊造形齒輪之齒所移送者。
（2）翼狀泵。迴轉子得製成汽缸形，作離心旋轉，並具有突出之翼可自由作徑向移動。而其旋轉作用可使滑動
翼與殼箱之內壁保持接觸，以移送液體。此類泵亦包括具有滾子或帶有撓性小翼之輪葉，或附設於泵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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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徑向滑動之翼，而該翼係與作偏心旋轉之平滑旋轉子相磨擦動作。
（3）旋轉活塞葉瓣式泵。其設有兩個相互作用以排送液體之機件，而在箱殼內旋轉者。
（4）螺旋式泵（螺桿泵）。液體係在高速旋轉之螺旋式齒輪之齒隙間連續不斷地作軸向之排出者（具二只螺桿
或更多螺桿之泵，具螺旋心軸之泵及無端螺桿泵）。
（5）蠕動式泵，其具有撓性管子及迴轉子。而管子內含有沿管體流動之液體，至於迴轉子兩端則設有滾子，滾
子對撓性管施加壓力，產生迴轉動作以排送液體。

（C）離心式泵
在此類泵中，自軸心部分吸入之液體，經轉動之迴轉子（動葉輪）之葉片使之旋轉。所造成之離心力，衝向
環狀外殼之四周。環狀外殼置有一正切之出口，此種外殼有時裝有分歧之葉（散布葉），使液體之動能轉變為高
壓。
如需產生極高壓力，可用多階段之離心泵，液體在各階段中可通過相當數目之葉輪，固定在共同之軸上。
離心幫浦可用電動或內燃馬達或渦輪機予以推動。因具有高速度之工作能力，離心泵適於直接耦合；反之活
塞式與旋轉式泵，則須經減速齒輪予以推動。
本組泵亦包括可浸水泵、中央暖氣循環泵、Ｕ型動葉輪泵、側Ｕ型泵及徑流動葉輪泵。

（D）其他泵
下列泵則歸入本組：
（1）電磁泵。此類泵未具有移動機件，藉電傳導現象而使液體旋轉。電磁泵不能與往復排量式泵混淆一談，因
其活塞之向內或向外移動係靠電磁效應，而非指利用磁感應作用之泵。
（2）噴射泵。此類泵中，空氣、水蒸汽或水通過噴嘴作高速噴射時，對於周圍之液體產生一種吸收或牽引效果。
此類泵，係在密閉之室中裝有發散性與收斂性複雜之管路系統。
供鍋爐給水用之 Giffard 型注入器，以及供內燃活塞引擎用之注入泵，依同一原理工作者，亦歸屬本節。
（3）乳化泵（氣體提升泵）。在這些泵中，液體係於管路出口與壓縮氣體混合，減小乳化液體之密度而提供提
升力，但使用壓縮空氣之泵，則須視為空氣提升泵。
（4）蒸汽或氣體之壓力直接對液體表面發生作用之泵，例如：
（a）氣體燃燒泵，其使用合適燃料或氣體之爆燃力以揚昇液體者。
（b）蒸汽脈衝器（氣壓揚水器）。其中泵送液體之動力，係藉流入脈衝器之室內之蒸汽產生移動所致；而
其吸力之形成係由於室內之蒸汽凝縮而產生壓力降所造成。
（c）壓縮空氣室提升器（Montejus）。使用壓縮空氣者。
（d）液力壓頭。在液體供給管路中，流體之週期性與突然止動作用，致造成移動液柱之能量增加，而此能
量則用於泵送器具排洩管路中之一部分液體。

（E）液體提昇器
這些包括：
（1）提升輪，附有吊桶、戽斗等者。
（2）鎖鍊或纜式提升器，附有吊桶、戽斗、橡膠杯等者。
（3）帶狀提升器，具有纖維或金屬製之無端環帶（波狀、多細胞狀或螺旋狀者），水經帶之毛細管作用所吸收
而以離心力噴出。
（4）阿基米德（Archimedean）螺旋形提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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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泵室或本
體；經特別設計之桿，用以連接或推動設置於與原動機（例如：抽水桿、「吸取桿」（sucker rods））有相當距離
之泵之活塞者；活塞、柱塞、輪葉；凸輪（凸輪凸部）；螺旋體螺桿、動葉輪、散佈翼；桶具與桶具鍊；帶狀液
體升高器用之帶；壓力室。
*
* *

本節不包括：
（a）陶瓷製泵（例如供腐蝕性液體用者）（第 69.09 節）。
（b）用手操作之油壼與滑脂槍（第 82.05 節）及壓縮空氣式滑脂槍（第 84.67 節）。
（c）屬於第 84.22 節之充填瓶罐機器等。
（d）用以拋射、散布或擴散液體之器具（第 84.24 節）。
（e）救火車（第 87.05 節）。
。
。。

目註解：
第 8413.11 及 8413.19 目
這些目僅包括與控制液體排量之裝置組成一體，或已設計將與該裝置組成一體之泵，不論該裝置是否與泵同
時進口。
前開控制裝置得為簡單（例如：一種標有刻度之圓球或裝置），或由較複雜之機構組成，而以自動控制泵之
制停作用，可排放已知液體之流量（諸如一種輸送泵，其包含標有刻度之缸體（測量缸）與裝置，此裝置一方面
可設定所需之流量，另一方面加以制止泵馬達，也可以獲致預先決定之流量），或作為流量控制之其他操作之用
（例如：供積蓄總流量之泵、預支泵、計價泵、取樣泵，自動混合調節泵與自動配量泵）。
反之，例如當量測裝置係設計單純地裝於管上，藉助泵送液體流動者，甚或為一齊進口者，兩機體（泵與量
測裝置）中之每一件，應歸入其各自之節內。
這些目所包括之泵，係用以輸送石油或其他馬達燃油與潤滑劑，以及所包括之設有量測裝置之泵，係供食品
店、實驗室與各種工業活動之用。

84.14-空氣泵或真空泵、空氣壓縮機或其他氣體壓縮機及風扇；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
，不論是否具有過濾器均在內。
8414.10-真空泵
8414.20-手或腳操作之空氣泵
8414.30-冷藏設備用之壓縮機
8414.40-裝於輪架上便於拖動之空氣壓縮機
-風扇：
8414.51--桌扇、立扇、壁扇、窗扇、吊扇或屋頂通風扇，本身裝有輸出功率不超過 125 瓦
之電動機者
8414.59--其他
8414.60-罩，其最大水平邊長不超過 120 公分者
8414.8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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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4.90-零件
本節包括以手操作或以動力操作，供空氣或其他氣體壓縮，或供造成真空用之機器及用具，也包括空氣或其
他氣體循環用之機器。

（Ａ）泵與壓縮機
大體而論，空氣幫浦與壓縮機係用同一原理操作，且其結構與上一節所述之液體泵（活塞式、迴轉式、離心
式及噴射式）大致相似。
但此類尚有若干特殊之型式者，尤其製造高度真空之泵，諸如擴散泵（泵送之流體係油料或水銀者）、分子
泵與誘捕泵（吸氣泵、冷凍泵）。但擴散泵，如為玻璃製者則除外（第七十章）。
真空泵與空氣泵之用途頗廣；用減壓法可促使迅速沸騰、蒸餾或蒸發；抽去空氣可製造燈泡、燈管或真空模
箱等。而空氣泵以壓力則可泵送空氣（例如用於輪胎之充氣）。
空氣與氣體壓縮機（低壓或間歇性壓縮機除外）與液體泵不同，係以水冷卻或備有扇翅，或以其他方法進行
空氣之冷卻（表面冷卻）藉以驅除因壓縮而產生之大量熱量。
壓縮機有幾種型式，例如；往復活塞式、離心式、軸流式及迴轉式壓縮機等。廢氣渦輪增壓機係一種增加內
燃活塞引擎輸出動力之特殊型式壓縮機。
壓縮機之用途很廣：壓縮氣體至氣缸內；用於化學處理；用於冷凍機等；或將空氣或氣體壓入容器中，用以
供給機器或器具，例如壓縮空氣引擎、氣鑿、絞車、制動器、氣壓輸送管及潛水艇之鎮艙箱等。
*
* *

本節亦包括供氣體渦輪用之自由活塞式發生器，其含有兩個在水平線上相對之推動活塞而在同一汽缸內滑
動、汽缸則延伸並在兩端擴大，形成兩個壓縮汽缸，在壓縮汽缸中另滑入二個活塞與推動活塞相聯結形成氣體回
彈力。推動活塞則因燃燒氣體之爆發力而被迫分開，因此擠開壓縮活塞。壓縮活塞在回程時，將進入壓縮汽缸內
之空氣予以壓縮，迫使與發廢氣同時通過排氣活門。此種熱氣體產生之高壓力，能直接作用於氣體渦輪之迴轉子，
因此氣體發生器可取代普通之燃燒室與氣體渦輪之壓縮機。
有如第 84.13 節之泵，本節之泵等得與馬達或渦輪裝成一體，後者常用於高壓之壓縮機，係根據多級氣體渦
輪原理而倒轉程序進行操作。

（B）風扇
這些機器不論是否裝配發動機，用以在比較低壓情形下，輸送大量空氣或其他氣體，或僅使周圍之空氣流動
之用。
第一類型者可作為空氣抽風機或鼓風機（例如：用於風道之工業鼓風機）。此型含有螺旋槳或葉片型推進器，在
箱內或導管內旋轉，並按旋轉或離心壓縮機之原理執行工作。
第二類型之結構較簡單，僅含有在自由空氣中轉動之推動扇。
風扇之其他用途如下：礦坑及各種房屋、地窖、船隻等通風用；以吸力抽出塵土、水蒸汽、煙霧、熱氣等；
乾燥多種物料（皮革、紙張、紡織品、油漆等）；作為熔爐之機械通風設備。
本節不包括風扇除馬達或箱殼外，另加裝有其他節所列更複雜元件（諸如大型灰塵用圓錐分離器、過濾器、
冷卻或加熱元件及熱交換器），則不歸入本節，例如：非電熱之空氣加熱器（第 73.22 節）、空氣調節器（第 84.15
節）、吸塵器（第 84.21 節）、工業上處理材料用之空氣冷卻器（第 84.19 節）或房間用之空氣冷卻器（第 84.79
節）、內裝有風扇之空間電加熱器（第 85.16 節）。

（C）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不論是否具有過濾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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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結合風扇之炊具器罩，用以家庭、飯店、福利社、醫院等處，以及包括結合風扇之實驗室用器罩與
工業用器罩。
*
* *

特別構造供其他機器使用之壓縮機、空氣泵、風扇、鼓風機等，仍歸屬本節，而不按該其他機器之零件分類。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泵或
壓縮機之機體、輪翼、迴轉子或推進器、輪葉及活塞。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排氣渦輪機（第 84.11 節）。
（b）乳化液用泵（第 84.13 節）。
（c）氣動升降機與輸送機（第 84.28 節）。
（d）種子、穀物或乾豆類植物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第 84.37 節）。

84.15-空氣調節器，具有電動風扇及變換溫度與濕度元件，其不能單獨調節濕度者亦在內（＋
）。
8415.10-自足式或分離式系統，設計固定於窗、壁、天花板或地板者
8415.20-置於機動車輛上供人使用者
-其他：
8415.81--具有冷藏機組及冷熱可逆循環閥者（可逆熱泵）
8415.82--其他，具有冷藏機組者
8415.83--未具冷藏機組者
8415.90-零件
本節包括在封閉空氣內維持所需之溫度與濕度狀況之若干裝置，此種機器亦可含有清潔空氣用之裝置。
此種裝置係供辦公室、家庭、公共場所，船隻、機動車輛等調節空氣之用，亦用於需特別空氣條件之工業設
備中（例如：紡織、造紙、菸草或食品工業）。
本節僅適用於下列各種機器：
（1）配有電動之風扇或鼓風機者，及
（2）設計用以變換空氣之溫度（具加熱或冷卻裝置或二者兼備者）及濕度者（潤濕或乾燥裝置或二者兼具者），
及
（3）作為上開（1）及（2）所述之元件同時進口者。
在此類機器中，潤濕與乾燥空氣用之裝置，與加熱或冷卻用者得予分開使用。然而，若干型式者僅於設計上
含有變換空氣溫度之單一裝置，及藉冷凝作用同時亦可變換空氣濕度者。此類空氣調節機（在一個冷水盤管上將
水蒸汽凝聚）係在冷卻和乾燥其所裝置室內之空氣，如果有吸入外在空氣（節氣閘）時，則將混合新鮮空氣和室
內空氣一起冷卻和乾燥。它們通常配有盛水盤，以收集冷凝水。
本機器可能為一包含全部需要元件之單一組成體，諸如，窗型或壁型之自足式者（例如，「穿牆式」機具）。
另外一種為「分離系統」，設於屋外之冷凝機組加上設於屋內之蒸發機組，兩者相互連結而操作者。所稱「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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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係無通風管者，其利用各自之蒸發器分別供給各個區域（例如：每一房間）之空氣調節。
自結構觀點而論，本節之空氣調節機，除供空氣循環用之電動之風扇或鼓風機外，至少須附有下列各裝置：
空氣加熱裝置（利用熱水、蒸汽或熱空氣管，或用電阻器等操作者）及空氣增溼器（通常以噴水器組成）或
空氣除溼器；或
冷水盤管或冷卻蒸發器（兩者均可變換空氣溫度與藉凝聚作用變換空氣溼度）；或
若干其他類型之冷卻裝置，配有獨立變換空氣溼度之機件者。
在若干情形下，除溼器係利用吸收性物質之吸溼特性而成。
本節包括經設計可逆式熱泵，它是一個獨立系統，係透過裝有可反轉冷/熱循環的閥，以執行在建物內致冷或
致熱雙重功能。在致冷循環方面，此轉換閥可直接將熱流及高壓蒸氣導出戶外盤管，透過室外空氣將冷凝作用所
產生之熱量釋放，然後將被壓縮過之冷煤流入室內盤管，藉蒸發和吸收熱及藉風扇將室內之空氣冷卻。在致熱循
環方面，藉可轉換冷/熱循環的閥的變換，由於冷媒的反向流動，使熱量能在室內釋出。
空氣調節機亦可由外來能源加熱或冷卻。通常配有一層或多層過濾物質製成之空氣清潔器，其過濾物質（纖
維材料、玻璃棉、鋼或銅絲絨、伸展金屬等）常以油料浸漬，用以除去通過之空氣中所存在之懸浮塵等。亦可配
裝調節或自動控制空氣溫度與溼度用之設備。
本節亦包括藉凝聚作用變換溼度之器具，縱使未配設作為單獨調節空氣溼度用裝置者亦屬之。例如，上述所
提及之自足式機具及利用各自蒸發器分別供給各個區域（例如：每一房間）之空氣調節之「分離系統」，和用於
冷卻商店之器具含有結合冷卻蒸發器及馬達推動之鼓風機。此外，本節亦包括供加熱或冷卻關閉之箱體（如卡車、
拖車或貨櫃）用之裝置，該裝置一部分係由壓縮機，冷凝器及馬達裝在一個機殼內裝於外部，另一部分由通風器
及蒸發器組成，裝於箱體內部。
但本節不包括設計用以維持密閉室（例如：卡車、拖車或貨櫃）溫度固定於攝氏零度以下之冷凍裝置，此類
設備可附設有加熱系統以提高箱體溫度至某種限度。後者供室外溫度極低時使用。此類設備可歸入第 84.18 節者
如冷卻或冷凍設備，係供冷藏運輸中易變質物品之用，而加熱功能對於設備之主要用途乃視為輔助作用。

零件
依據第十六類類註 2（b）之規定，本節包括單獨進口空氣調節器分離式系統之室內單元或室外單元。
空氣調節器之其他零件，不論其是否係設計製成自足式之單元用者，應依據第十六類類註 2（a）之規定予以
分類（第 84.14、84.18、84.19、84.21、84.79 節等），惟若類註 2（a）之規定不適用者，依據第十六類類註 2（b）
或 2（c）之規定，應視其是否可識別係專用或主要用於空氣調節器，而分別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項目：
（a）第 73.22 節之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其亦能分佈新鮮空氣或調節空氣者。
（b）第 84.18 節之非可逆熱力泵，及空氣調節器用冷却器（第 84.18 節）。
（c）雖含有發動機驅動風扇，但其唯一功能或為變換空氣溫度或為改變空氣溼度之器具（第 84.79、85.16 節等）。
。
。。

目註解：
第 8415.10 目
本目包括設計固定於窗、壁、天花板或地板者，自足式者或「分離系統」之空氣調節機。
自足式空氣調節機係包含全部需要元件之單一組成體及自足式者。
「分離系統」式空氣調節器，係無通風管者，其利用各自之蒸發器供給各個區域（例如：每一房間）之空氣
調節。室內熱交換器單元可安裝在不同位置，例如，牆壁、窗口、天花板或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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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目不包括通風管式中央空氣調節系統，其利用通風管載送由蒸發器冷卻後之空氣到各個區域致冷者。

第 8415.20 目
本目包括主要供各種客用機動車輛用之裝備，但該裝備亦可用於其他種類之機動車輛俾供調節載人空間之空
氣。

第 8415.90 目
本目包括單獨進口第 8415.10 目空氣調節器分離式系統之室內單元或室外單元。這些室內及室外單元間是被
設計成以電線與傳遞冷媒之銅管所相互連結。

84.16-使用液體燃料、粉狀固體燃料或氣體燃料之爐用燃燒器；機械加煤機，包括其機械式爐
篦、機械除灰器及類似用具。
8416.10-使用液體燃料之爐用燃燒器
8416.20-其他爐用燃燒器，包括混合燃燒器
8416.30-機械加煤機，包括其機械式爐篦、機械除灰器及類似用具
8416.90-零件
本節包括一系列之機具，供各種火爐自動點火及添加燃料之用者，以及用於除灰渣者。

（A）爐用燃燒器
這些燃燒器可將火焰直接噴入爐內，無須爐篦及除灰器。它們包括下列各種類型：
（1）重油燃燒器（噴霧式）。
在此類機器中，使重油成為霧狀，有者用壓縮空氣，有者用高壓蒸汽或藉機械式裝置噴入空氣流中；
（後一類型之機器，通常含有馬達、幫浦及鼓風機）。
（2）粉狀煤燃燒器。
此類機器通常為大型者。煤粉由強烈之空氣噴流吹入爐中，此種噴流並作為空氣補給之初步來源。此
型燃燒器有時得裝有煤炭輸送器及研磨機。另一種類型，則以軟煤粉化並由高壓或低壓氣流之交替作用間
歇地噴入爐中。
（3）氣體燃燒器。
此類機器包括用強烈氣流之高壓型及用大氣空氣之低壓型兩者。在兩型所用之空氣與氣體均係由集中
或會合管供給。
（4）混合式燃燒器。
此種燃燒器中，得同時燃燒油料、氣體及粉煤或其中之任何兩種。

（B）機械加煤機、機械式爐篦、機械除灰器及其類似用具
此係以固體燃料補給火爐用之各種機器設備，或用以形成火床者。機械式加煤機與機械爐篦經常混合一起，
並裝配燃燒後自動除渣及除灰機，因而構成整個自動裝置；在其他情形中，機械或自動之組成體可能與非機械者
混合一起。
（1）機械式加煤機。
此類型之機器至為繁多。通常含有煤漏斗，配以各種機械諸如阿基米德螺絲、機械鏟、滑槽、推進活
塞，用人力或機械力操作，以調節供煤量及將其送入爐床。此類器具通常配有碎煤機，使煤整齊劃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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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包括機械氏加煤機之用於中央加熱（包括家庭用）鍋爐者。
（2）機械式爐篦。
此係各種設計之用具，用以分佈煤料於火床上並經火爐向前移動，以確保燃燒均勻。最普通之系統為
根據履帶原理，或採用振盪傾斜步伐之形成。此等爐篦之終點通常配有除渣及除灰之用具，在其他系統中，
煤渣及煤灰係由另一機械組成體予以清除；而此類機械亦歸屬於本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燃燒器噴
嘴、機械式加煤機之推動活塞及槽、環節及環、機械爐篦之導引機及轉輪）。
*
* *

本節不包括工業或非工業用之非機械撥火棒或爐篦。燃燒室於其金屬體裝有固定爐篦，設計用以裝於若干類
型之鍋爐作為其整體之部分品者應除外，並視為鍋爐之零件，歸屬第 84.02 節。同理，若干其他類型之非機械爐
篦，可識別為專用於特殊之機器或用具者，應按該等機器或用具之零件分類（例如，用於氣體發生器者－第 84.05
節）。反之，通用之鐵製撥火棒與爐篦，適合用於製磚業者，應根據其類型分別歸屬第 73.21、73.22 或 73.26 節。

84.17-非電熱式工業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包括焚化爐。
8417.10-礦石、黃鐵礦或金屬烘烤、熔化或其他熱處理用爐及烘烤箱
8417.20-糕餅烤箱，包括餅乾烤箱
8417.80-其他
8417.90-零件
本節包括非電熱式工業用及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設計在燃燒室內燃燒燃料以產生高燒或相當高之溫度者
（可直接在燃燒室或在分開之燃燒室內燃燒）。此種爐及烘烤箱可用於熱處理（例如：烘烤、融解、煆製，或分
解）各種產品，後者可放置於火床上、坩鍋中、曲頸蒸餾器中或架子上。本類爐亦包括用蒸汽加熱之烘烤箱。
在某些型別中（隧道式烤爐）受熱處理之貨品，係繼續不斷地通過整個爐子（例如放於輸送帶上者）。
本節包括：
（1）烘焙礦石或黃鐵礦之爐或烘烤箱。
（2）金屬熔爐，包括小型熔鐵爐。
（3）加硬、韌化（回火）或類似熱處理金屬用之爐及烤箱。
（4）水泥窯。
（5）麵包烤爐，包括餅乾烤爐
（6）焦炭窯。
（7）木材炭化爐。
（8）旋轉式水泥爐或水泥窯及旋轉式灰泥烤爐。
（9）玻璃或陶瓷工業用之爐及烘爐，包括隧道式烤爐。
（10）琺瑯烘焙爐。
（11）設計專供可分裂材料熔融、燒結或熱處理用之烘爐，此種材料可藉再循環而復得，該爐藉高溫冶煉法用以
分裂非放射性核子燃料，以及供燃燒放射性石墨或過濾器之用，或燒製含有放射性鎔渣之陶器或玻璃器皿
者。
（12）火葬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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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設計專供燃燒廢物等用之焚化爐及其類似器具。
本節不包括爐及烤爐，其主要以耐火及陶瓷材料製成者，以及亦不包括供建造或襯裏之塊狀物、磚及類似耐
火或陶瓷材料（第六十九章）。金屬結構材料一般屬於第十五類。反之，本節則包括已拼好之襯裡或其他構成整
件及特殊之陶瓷或耐火材料製之零件，此等零件係與金屬製之爐及烤爐同時進口而作為其組成分子者（已裝配或
否）。
甚多工業用爐與烤爐裝有搬動或卸下設備及操作爐門、爐蓋、爐床或其他活動部分或傾側爐身等設備。此類
提升或操作裝備，如其構成火爐整體之一部分者，則按火爐或烤爐分類；否則應歸屬第 84.28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爐或烤爐
之門、節氣閘、旁屏、觀察窗、以及鼓風爐用之穹頂及鼓風口。
*
* *

本節不包括：
（a）工業型與實驗室型以外之烘烤箱（第 73.21 節）。
（b）歸入第 84.19 節之裝置，包括油料分餾機、壓力鍋、蒸汽機及乾燥機。
（c）轉爐（第 84.54 節）。

84.18-冷藏機、冷凍機及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使用電力或其他能源者；熱力泵，第 84.15 節之
空氣調節器除外。
8418.10-使用分門之聯合冷凍冷藏箱
-家用冰箱：
8418.21--壓縮式
8418.29--其他
8418.30-臥式冷凍櫃，容量不超過 800 公升者
8418.40-直立式冷凍櫃，容量不超過 900 公升者
8418.50-其他供貯藏及展示用配備（櫃、櫥、展示台、展示箱及類似品），裝有冷藏或冷
凍設備者
-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熱力泵：
8418.61--第 84.15 節空氣調節器除外之熱力泵
8418.69--其他
-零件：
8418.91--設計供容納冷藏或冷凍設備之配備
8418.99--其他
(Ⅰ) 冷藏機、冷凍機及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
歸入本節之冷藏機、冷凍設備是指在主機內或在成組的裝置內，通過主動式冷卻元件連續循環操作，吸收液
化氣體(例如，氨、鹵化碳氫化合物)、揮發性液體或(某種船用冷藏設備中)水在蒸發時所釋放的潛熱，並產生低溫
(在 0°C 左右或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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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節不包括：
（a）冰鹽型冷凍器（第 82.10 或 84.19 節）。
（b）簡單之熱交換型水流冷卻器（見第 84.19 節之註解）。
（c）儲冰櫃、絕熱櫃等非用以配合冷凍機件而設計者（通常屬於第 94.03 節）。
本節之冷凍機主要分為兩大類型：

（A）壓縮式冷凍機
其主要組成體如下：
（1）壓縮機，自蒸發器接受膨脹之氣體，加壓後送至凝聚器。
（2）凝聚器或液化器，氣體於此冷凍及液化。
（3）蒸發器，即主動式製冷元件，由管狀系統組成，在其中凝聚之冷煤，經由膨脹閥釋出迅速蒸發，因而吸收
周圍空氣中之熱量；或於大型冷凍裝置，則以鹽水或氯化鈣溶液沿蒸發器線圈周圍循環流動。
船用型者，在冷煤（水或鹽水）循環線路中並無壓縮機及凝聚器，但蒸發作用係由噴射幫浦與蒸汽凝聚器共
同造成之真空所產生。蒸汽凝聚器將產生之蒸汽凝結並處理掉，使其不再回流系統內。

（B）吸收式冷凍機
在此等類型中，壓縮機為「發生器」（generator）所取代。而發生器中，濃阿摩尼亞水溶液經加熱（以瓦斯、
油或電）汽化；繼將氨氣體在壓力下聚集到冷凝器內。氣體在蒸發器內膨脹與製冷，接著進行冷凝循環，如壓縮
式冷凍機一樣形成連續不斷之循環。膨脹之氣體可再溶解於分開之吸收器之稀溶液中，由吸收器本身以簡單之壓
力或以幫浦送入發生器內，或在若干類型中，膨脹氣體溶解於發生器本身內之稀溶液中，在吸熱製冷過程作吸收
器之用。
若干乾式之冷凍機，阿摩尼亞氣體係由固體（氯化鈣或矽膠）所吸收，以之取代溶液。
*
* *

上述各種器具如為下列形態者，則歸入本節：
（1）組成體，其含有壓縮機（附或未附馬達者）及凝聚器，並裝於共同之底座上者，不論有無蒸發器；或自備
吸收裝置者（此等裝置通常裝配成家庭用型電冰箱或其他冷凍櫃）。若干壓縮機型機器，稱為「液體冷卻
組成體」（Liquid-cooling units），係結合於共同之底座上（附或未附凝聚器），而壓縮機與熱交換器含有蒸
發器及輸送亟待冷凝液體之管路。後段之機器包括用於空調系統，稱為「冷却器」。
（2）櫃或其他家具或用具，裝有完全之冷凍組合或冷凍組合之蒸發器者，不論是否配有附件如攪拌器、混合器、
鑄模等。此等用具包括家庭用冰箱、冷凍展覽櫃及櫃檯、冰淇淋或冷凍食品儲存櫃、冰水或飲料噴泉、牛
奶品冷卻桶、啤酒冷凍器、冰淇淋製造機等。
（3）大型冷凍裝置，各部分不裝於同一底座上者，或獨立式者，但經設計共同操作者。操作過程由直接膨脹（此
型之蒸發器係裝於「冷却」用具中）或由冷凍煤介體（鹽水）經冷凍裝置冷卻，並由管路送入「冷却」用
具（間接冷凍）。舉例言之，此類裝置係供冷藏工廠及製造工程之用（製造冰塊、食品之快速冷凍、製造
之巧克力之快速冷凝、石油精煉時分離石蠟，以及化學工業等用）。
在此等裝置中用以產生低溫之主要附屬機件，如與此等裝置之其他部分一同進口者均列入本節。舉例言之，
此等機件包括分段式及隧道型快速冷凍器、冷凍糖果及巧克力用之冷却盤等。
*
* *

本節亦包括以液化氣體在密閉空間內汽化而操作之冷凍設備，通常含有一個或多個液化氣體罐、自動調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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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電磁閥、控制箱及電開關以及多孔撒布管。若此等組件同時進口，應分類於此。

(Ⅱ) 熱力泵
熱力泵係一種裝置，可由適當熱源（主要存於地下或水表面，及土壤或空氣中）吸取熱量，並藉助補充能源
（例如瓦斯或電）將其轉變成溫度更高之熱源。
熱傳遞流體一般用以將熱源之熱量傳至熱力泵及由熱力泵傳至待處理之介質上。
熱力泵有兩種類型：即壓縮式及吸收式。
壓縮型熱力泵，主要由下列機件組合而成：
（1）蒸發器，用于由環境中抽取能源而將其傳送于作熱傳遞之流體者；
（2）壓縮機，其藉機械方法抽出蒸發器之氣狀流體，再予以增壓後將氣狀流體傳送至凝結器者；
（3）凝結器，屬熱交換器，蒸汽於其中液化而將熱排放至待處理之介質上者。
但吸收型熱力泵中，以鍋爐取代壓縮機，該鍋爐含有水與冷卻劑及設有燃燒器。
熱力泵通常聯合兩因素而設計之，第一係原始熱源，及其二為溫度有待變更之介質。而主要型式之裝置有下
列：
（i） 空氣／水或空氣／空氣熱力泵，此型熱力泵係用於抽取大氣中之周圍熱量，而將熱還原成溫水或暖氣之型
式者。
（ii）水／水或水／空氣熱力泵，此型熱力泵係由地下熱源或廣大水表面獲取熱量者。
（iii）地上／水或地上／空氣熱力泵，此類型熱力泵係利用埋於地下之管路系統獲取熱源者。
熱力泵得以單一器具項目進口，而各種迴路元件乃組成一整體者。此等整體構造視為整體式。其亦可能分成
若干項目進口。若干熱力泵得以無附蒸發器之方式進口，但以計劃所裝設工廠中已含有蒸發器者為限。在此種情
況中，此類熱力泵應視為具有完成物品主要特性之未完成物品，故仍歸入本節分類。
熱力泵主要用于大樓取暖或供給家庭用熱水。非可逆熱力泵一般亦作為前述目的之用。
但本節不包括可逆熱力泵，含有發動機驅動之風扇及變化溫度與溼度者用之組成件。此型熱力泵應視屬第
84.15 節之空氣調節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不論供家庭用或工業用，均
分類於此。例如：凝聚器、吸收器、蒸發器、發生器、櫃、檯及其他在上開第（2）段中提及尚未裝配有完整冷
凍組合或蒸發器之冷藏配備，但明顯地設計用來容納此等設備者。
壓縮機縱使專為用於冰箱而設計者歸入第 84.14 節。非專用之零件（例如：管、箱），應歸入其本身適當之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二項：
（a）裝有冷凍機單元或冷凍機組合中之蒸發器之空氣調節機器（第 84.15 節）。
（b）氣體液化器具（例如：Linde 器）（第 84.19 節）。

84.19-機器、工廠或實驗室設備，不論是否用電熱方法（第 85.14 節之電爐、烘箱及其他設備除
外）
，利用溫度變化如加熱、烹煮、烘烤、蒸餾、精餾、消毒、低溫殺菌、蒸煮、乾燥、
蒸發、汽化、凝聚或冷卻等方法處理材料，但不包括家庭用者；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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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熱水器。
-非電熱式即熱型或儲熱型熱水器：
8419.11--即熱型燃氣熱水器
8419.19--其他
8419.20-內、外科或實驗室用消毒器
-乾燥機：
8419.31--農產品用
8419.32--木材、紙漿、紙或紙板用
8419.39--其他
8419.40-蒸餾或精餾工廠設備
8419.50-熱交換器
8419.60-空氣或其他氣體液化機器
-其他機器、工廠及設備：
8419.81--製造熱飲、熱食或烹調用者
8419.89--其他
8419.90-零件
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
（a）屬第 73.21 節之家庭用暖爐、爐篦、烹飪器等。
（b）屬第 73.22 節之非電氣加熱之空氣加熱器及熱空氣分佈器。
（c）屬第 74.18 節之家庭用烹飪或取暖器具。
（d）供分餾用（例如用以生產重水）與精煉用之器具，以及專供同位素分離用與使用「雙溫度」（dual-temperature）
方法作同位素交換用之器具（第 84.01 節）。
（e）水蒸汽發生爐與過熱水鍋爐（第 84.02 節）及其輔助設備（第 84.04 節）。
（f）屬於第 84.03 節之中央加熱鍋爐。
（g）工業用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包括藉高溫冶煉法作非放射性核子燃料分離用之爐具（如第 84.17 或 85.14
節之情況）。
（h）屬於第 84.18 節之冷凍機器及熱力泵。
（ij）發芽設備、孵卵器及育雛器（第 84.36 節）；
（k）穀物潤溼機（第 84.37 節）；
（l）供萃取糖汁用之擴散器具（第 84.38 節）；
（m）熱處理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機器（例如紗線整理機及燒毛機）（第 84.51 節）；
（n）生產半導體用化學蒸著沈積器具（第 84.86 節）。
（o）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方法熱處理材料的工業或實驗室設備，包括微波設備（第 85.14 節）；
（p）供餐廳或類似場所使用之工業用或商業用微波爐（第 85.14 節）。
（q）浸入式加熱器，非固定安裝者，其係供液體、半流體物質（固體除外）或氣體加熱用，以及浸入式加熱器
固定安裝於水桶且設計專供水加熱用者（第 85.16 節）。
（r）屬於第 85.16 節之土壤電加熱器具、空間電加熱器具及家用電熱器具。
除上述物品之外，本節包括機器及加工廠設備設計用於輸送材料（固體、液體或氣體）至加熱或冷卻過程，
俾受簡單之溫度改變，或主要受溫度之變換而改變材料之性質者（例如：加熱、烹飪、烘烤、蒸餾、精煉、消毒、
高溫殺菌、蒸煮、乾燥、蒸發、氣化、凝聚或冷卻等方法）。但本節不包括機器或工廠設備，其加熱或冷卻作用，
縱屬必要亦僅作輔助之用，以便利該機器或工廠設備之主要機械功能者；例如：以巧克力塗佈餅乾等的機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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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製巧克力機器（第 84.38 節）、烘洗機器（第 84.50 或 84.51 節），以及供分散與充填路面之瀝青材料用之機器
（第 84.79 節）。
屬於本節之機器及工廠設備得含或不含機械設備。
又上開機器或設備得以任何方式加熱（煤、油、瓦斯、蒸汽、電等），惟即熱式熱水器及儲存式熱水器如以
電加熱者除外（第 85.16 節）。
本節僅包括非家庭用設備，但本節註解末段所述之即熱式或儲存式熱水器除外。
本節包括之機器及工廠設備類型甚廣，其類型如下列所述：

(Ⅰ) 加熱或冷卻之設備及機器
本組涵蓋甚多工業上普遍使用之工廠設備，對物質加熱、煮、烹飪、濃縮、蒸發、氣化、冷卻等方法作簡單
處理者。此種設備包括下列各項：
（A）各種加熱或冷卻用器皿或桶等：
（1）間接加熱或冷卻用之器皿或桶等具有雙壁或雙底並裝有蒸汽、冷鹽水或其他熱媒或冷媒循環設備者。
但雙壁或雙底之器皿或桶，如無加熱或冷卻循環設備者（如絕熱容器），應歸入第十四類或第十五類
（例如第 73.09 節）；如具有冷凍裝備之蒸發器者（直接冷卻），歸入第 84.18 節。
（2）單壁器皿、桶等，配有直接加熱設備者（包括以穿孔之蒸汽圈加熱者），但一般屬家庭用之類型者除
外（通常屬第 73.21 節）。一般之區別方法為工業用類型者尺寸巨大，結構堅固，或備有過濾器或圓
頂形凝聚設備，或機械裝置如攪拌器或傾倒器等者。
此類器皿無論為單壁或雙壁型，製造之目的係供在高壓下作業之用（例如增壓鍋），或因特殊目
的在減壓下作業，尤其用於化學及相關工業者。
配有機械裝置但不包括直接或間接加熱設備之器皿，歸入第 84.79 節，除非其設計顯然成為屬於
另一節之機器之類型者。
本組之加熱器皿包括高溫殺菌器，其有時減壓下操作，用以傳送食物或飲料品（牛奶、奶油、葡
萄酒、啤酒等）至預定溫度下處理，以消除有害之有機微生物。
（B）熱交換器，其中之熱流體（熱氣體、蒸汽或熱液體）及冷流體通常在平行路徑作反方向橫向流動，並以薄
金屬牆隔開，藉此法可使一種流體冷卻，而另一種流體加熱。此類器具通常依其形狀，分為下列三種類型：
（i）同心管系統：一種流動於環狀間距內流體，而另一種流體則於中心管內流動。
（ii）以一種流體放於一管狀系統中，而封裝於小室內，以另一流體通過之。或
（iii）兩平行系列之交接窄室，形成障礙板者。
如本節註解第一段（排除者之（e））所述，本節不包括水蒸汽發生鍋爐用之輔助設備（第 84.04 節），
其中多種（例如：水蒸汽凝聚器、空氣預熱器及節熱器）為上述之熱交換器之普通類型。
除應依上述之規定外，茲將歸屬本節註解第(Ⅰ)部分之機器及工廠設備舉例如下：
（1）冰鹽型冷凍器（列入第 82.10 節者除外）。
（2）氮或其他氣體用之冷凝器。
（3）乳品之高溫殺菌、濃縮、冷卻等用之設備（包括配有冷卻裝備之儲存桶）。
（4）乳酩工業用之加工及熟化桶。
（5）果汁、酒類之濃縮、冷卻等用之設備。
（6） 農業用設備（例如烹煮馬鈴薯等作為飼料用之壓力鍋等；重溶蜂房用之熱水浴器，包括附有壓榨螺桿
者）。
（7）冷卻塔（例如用於輾磨麵包穀物工業者）。
（8）壓力鍋及蒸、煮、烹飪、油炸等設備，用於烹飪，調製或保存食物者（例如：火腿烹調箱、炸魚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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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蔬菜等之烹飪器、熱水燙去皮用壓力鍋等；罐頭及保存工業用之壓力鍋及冷卻器；煮果醬機；
糖果蒸煮器等）。
（9）配有加熱設備之浸軟與搗泥用器皿；煎熬霍布花用之器皿；啤酒殺菌器、冷卻器等。
（10）製糖工業用之澄清器皿，汁液濃縮設備，真空煮盤，以及炭化、亞硫酸化與精煉用之桶具等。
自甜菜中抽取糖汁液之浸提裝置（加熱器連同熱法浸提器同時進口者）除外（見第 84.38 節註解(Ｖ)
（B）（3）項）；但熱法浸提器之加熱器單獨進口者列入本節。
（11）熔煉化牛羊脂肪或皂化脂肪用之壓力鍋；人造奶油固體化用之桶，附有冷卻用之旋轉滾筒者（人造
奶油即在其上固體化）。
（12）化學木漿處理及木材水解用之桶、器皿、壓力鍋等。
（13）調製染料用之桶等。
（14）橡膠加硫用壓力鍋。
（15）金屬酸洗或金屬除脂用之桶等。
（16）浸入盤管，由呈平行狀或編組狀之塑膠管組合而成，每支管之管端係與蜂房結構密封住，而蜂房結
構附設一連絡器者。此類盤管裝置浸置於盆中，以確保恆溫狀態，或利用循環於管內之流體或蒸汽
進行加熱或冷卻。
（17）正常不於家庭內使用之加熱及烹飪用具（例如：櫃台型咖啡壺、有開關之茶及牛奶桶、蒸汽小壺等，
用於餐廳及軍中福利社之類型者；蒸汽加熱烹飪器、烤盤、有加熱設備之藏食物櫥、乾燥櫃等；深
油炸鍋）。
（18）無收款裝置之自動熱或冷飲販賣機。
上述用具主要為工業用，但本節亦包括非電熱式即熱型熱水器及儲存型熱水器，還包括太陽能熱水器，不論
是否家庭用。但這類熱水器若屬電熱式者，則不包括在內（第 85.16 節）。
*
* *

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屬卑金屬製之家用蒸汽鍋、壓力鍋及若干咖啡壺等器具（第十五類）。

(Ⅱ) 蒸餾或精餾設備
除陶瓷製（第 69.09 節）或玻璃製（第 70.17 或 70.20 節）之蒸餾器具外，本組包括所設計用來蒸餾物質之設
備（不論液體或固體）。
（A）簡單之蒸餾設備。
此一設備主要含有曲頸蒸餾器或蒸餾體。液體即在其中蒸餾而氣化，蒸餾器中發出之蒸汽，由另一冷
卻設備予以凝聚，再由一接受器將蒸餾物予以收集。此類設備之安排方法可能作間歇性蒸餾（例如：簡單
之分批蒸餾器，直接加熱或以成圈之內部蒸汽管加熱）；或作連續性蒸餾，即以液體連續不斷地灌注於蒸
餾體本身，並以蒸汽管或成圈之管加熱。連續蒸餾器可聯成一串，其最先蒸餾器係直接加熱或以蒸汽加熱，
其他則以蒸餾物灌注，利用前一蒸餾器之蒸汽加熱。
（B）分餾或精餾設備。
此為較複雜之連續裝置，裝有垂直分餾柱，能使繁複之混合物一次操作即可分離。最普通型之分餾柱
由裝有起泡蓋及下流管之板分成互相連接之片段。蒸汽自一片段上昇，帶至上面之片段內，與其中之蒸汽
之凝聚部分密切接觸，由於蒸汽上昇，柱內之溫度減低，因此蒸汽依照其不同之沸點於不同之次序中分離。
蒸餾固體（煤、褐炭、木材等）之設備係按照同一原理工作，但其產品係在屬於第 84.17 節之熔爐內加
熱；本節僅包括凝聚與精餾設備用以分離熔爐內產生之揮發性產品者。
蒸餾器等之主要零件通常以金屬製成（例如：不銹鋼、銅或鎳），但可能襯以玻璃或耐火材料。在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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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或增壓下之蒸餾設備，得配有真空幫浦或壓縮器。
分批蒸餾器主要用於配製精油、甜酒等；連續蒸餾設備（簡單或分餾者）用於多方面之工業（例如用
以蒸餾工業用酒精、脂肪酸、液體空氣、合成汽車燃料或化學產品；煉製原油；用於蒸餾木材、煤炭、油
頁岩、褐煤及焦油等）。
本節亦包括供非輻射性燃料或流程排放物用之分離器，藉由分餾法操作者。

(Ⅲ) 蒸發或乾燥設備
製造此種設備，其設計有多種（有時設計在真空中操作之用），俾配合不同之材料及其對熱之靈敏度；其可
能直接或間接加熱。但本節僅適用於裝備在比較低之溫度內蒸發或乾燥者，不得與第 84.17 節之工業用熔爐或烘
爐混淆，因後者所發生之溫度遠較前者所發生者為高。
本節所屬最普通類型之工業用具如下：
（A）蒸發器。這些通常採用器皿形，具有巨大面積，以成圈之蒸汽管直接或間接加熱，且經常備有抽氣機以排
除所生之蒸汽，其效果可能為單純或多重者。後者之操作情形與結構均與多效果蒸餾器類似，但無凝聚氣
體復原之設備。
（B）實驗室用凍乾器具及冷凍乾燥設備。此類設備係用脫水法以安定與保存生物之樣品，諸如：抗毒素、細菌、
濾過性病毒、血漿及血清。其法係先將樣品冷凍，然後在極低之壓力下緩慢地重新加熱，直至冰昇華後所
僅留之脫水產品。
（C）隧道式乾燥器。此類器具通常含有一大室，備有運送設備，產品以適宜之速度冒熱空氣通過該室。係用於
陶器業、玻璃製造業；及用於食品工業（包括備有煙燻魚肉等用之設備者在內）；以及用於乾燥木材、秣
草等者。
（D）旋轉式乾燥器。此類器具含有旋轉圓筒或鼓輪，可在內部或外部加熱，而適用於各種工業（例如造紙、調
製洋芋片等）。
（E）盤式乾燥器。此類器具係由金屬室組成，配以若干鑿有水平槽孔之盤或架，有時在內部加熱。一中央旋轉
軸，配設有網格以分散物質於熱盤上，並引其進入槽孔而落於相繼而至之盤內。此一類型之設備係用以處
理發芽之大麥。
（F）噴霧式乾燥器。此類器具係用作蒸發器，並含有金屬室，內部裝配高速旋轉之水平碟，另配有加熱器與風
扇以供應熱空氣氣流。因此液體物質由旋轉碟以離心力分散成細霧，經由熱氣流因之立即乾燥成為粉狀。
在另一型中，液體噴入室中成細霧狀，而衝向熱空氣之反氣流。此一類型係特別用以製造奶粉。
本組亦包括供分裂性溶液或輻射性溶液蒸發用或供分裂性或輻射性產品乾燥用之機器及器具。

但本節不包括：
（a）供放射性沈澱物乾燥用之離心器（第 84.21 節）。
（b）瓶或其他容器乾燥用之機器（第 84.22 節）。
（c）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乾燥之專用機器（第 84.51 節）。

(Ⅳ) 烘烤設備（roasting plant）
此設備常含有迴旋圓筒或球狀接收器，在此器中處理之產品（例如咖啡豆、可可豆、穀物或堅果），由於接
觸容器之發熱壁之故，而接受受控制之熱量，或接受經加熱媒體（例如瓦斯或油燃燒器，或木炭爐）壓入之直接
空氣氣流。此類用具通常配有裝配使產品經常不停地旋轉，以確保均勻之處理及預防烤焦。其他各型，則有穿孔、
傾斜或旋轉之架、置於以熱氣體加熱之室內。
本節之物品不可與第 84.17 節之工業或實驗室用爐及烘烤箱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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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蒸汽裝置
此裝置可能為封閉式容器（即屬本節註解前述之通用型），各種物質即在其內接受溼熱處理者（例如，在壓
力下產生之蒸汽，或由於產品本身發出之蒸汽）。
此等設備可用於各種產製操作（例如：植物及動物性抽取物之調製；一般食品工業；以及蒸汽除油及清潔處
理）。其他型別者則含有若干大型汽蒸室，使所處理之物質，受蒸汽氣壓延長處理時間，例如用於整批處理紡織
纖維，蒸汽處理木材等。
本節不包括對紡織紗線或織物作調濕處理用之機器，或對此類織物作其他蒸汽處理之機器（第 84.51 節）。

(Ⅵ) 消毒用具
這些用具主要由容器或室組成，通常以蒸汽或沸水加熱（亦有用熱空氣者）。待消毒之製品或材料置於其中，
停留於足夠高溫中相當時間以殺死細菌等，而不致改變製品或材料本身之組織及物理狀態。
甚多液體消毒器與第(Ⅰ)項所述者類似（例如高溫殺菌器）。若干大型消毒器可備設輸送裝置，以運送物品
通過加熱媒體。如需要的話，接著可繼續經過冷卻裝置。而此裝置亦可組成本器具之一部分。
本組物品不僅包括工業用消毒器（例如：乳品、酒、果汁及原棉用者），亦包括裝於手術室等者。

(Ⅶ) 空氣液化用之機器；特殊之實驗室用儀器及裝備
本節包括林第式（Lined）或克勞德式（Claude）機器，使空氣液化之用者。
本節尚包括經特別設計通常為實驗室用之小型儀器及設備（壓力鍋、蒸餾器、消毒器或蒸汽設備、乾燥機等）；
但不包括第 90.23 節之示範用器具，以及更明確地歸入第九十章之測量、校正等用之儀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上述各項物品之零件。此類零件包括：蒸
餾器具或精餾塔之若干組合元件，諸如曲頸蒸餾器、起泡蓋、及圈、板以及若干管子之組合元件；旋轉盤及鼓狀
容器等用於烘烤器、乾燥器等者。
呈彎曲狀但未經其他加工之金屬管狀物，進口時未組裝者不能確認為本節貨品之零件，因此應歸入第十五類。

84.20-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者除外。
8420.10-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器
-零件：
8420.91--滾筒
8420.99--其他
第 84.55、84.62 或 84.63 等節之金屬滾軋或金屬加工機器，及第 84.75 節之玻璃加工機器除外，本節包括砑光
機或其他滾軋機器，不論其是否專供特殊工業之用者。
這些機器主要由兩個或以上之平行滾筒或軋輥所組成，藉單獨滾筒之壓力或利用磨擦、加熱或加溼氣所結合
之壓力，致使其表面或多或少之接觸旋轉，而執行下列操作：
（1）滾軋材料成薄片狀（包括麵包店、糖果店、餅乾店等等，及生麵糰、巧克力、橡皮製成物等）而於塑性狀
況餵入滾筒。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成若干表面製造效果，例如：光面（包括熨平）、光
澤、加光、磨光、浮花壓製或起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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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
（4）織物之黏合。
此類型機器使用於不同工業（例如：造紙、紡織、皮革、地板油氈、塑膠或橡膠製造等工業）。
若干工業中，砑光機器有特別名稱（例如：洗衣業用之熨平機、紡織工業用整理軋布機、或造紙工業用之高
度砑光機等），但不論是否稱之為砑光機，一律歸入本節內。
砑光機經常構成其他機器之輔助機體（例如造紙機器）。而砑光機當與上述其他機器一同進口時，則按第十
六類類註 3 與 4 規定歸類。
反之，砑光機僅配有輔助用具，諸如浸漬池或軋輥、捲繞或切削裝置等，仍歸入本節。
本節亦涵蓋屬砑光機型之平整或熨平機器，無論其是否為家庭用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歸類於此。此包括可清楚識
別供屬本節之砑光或滾軋機器用之滾筒。這些滾筒得為金屬製、木製或其他合適材料製成者（例如加壓紙材），
並得依所需求之特殊目的，製成不同長度與直徑、實心或空心者。而其表面得為光滑、縐紋式、顆粒狀或雕刻型
式。且亦可包覆其他材料（例如：皮革、紡織織物或橡膠）。金屬滾筒一般係設計可藉蒸汽、氣體等作內部加熱
之用，而特殊砑光機器之滾筒組可包含不同材質之滾筒。
*
* *

本節不包括非用於上述用途之機器，縱使類似砑光機或滾軋機器者，例如：
（a）紡織、造紙業等用之圓筒型乾燥機器（第 84.19 或 84.51 節）。
（b）酒類或果汁壓榨機（第 84.35 節）。
（c）滾筒壓碎機或磨粉機（第 84.36、84.74、或 84.79 節）。
（d）麵粉工廠用之圓筒碾磨機器（第 84.37 節）。
（e）洗衣絞乾機（第 84.51 節）。
（f）金屬滾軋機（第 84.55 節）。
（g）金屬板矯平機（第 84.62 節）及金屬板壓花機（第 84.63 節）。
（h）藉滾軋製造平板或其他平面玻璃之機器及供玻璃加工用之砑光機（第 84.75 節）。

84.21-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液體或氣體過濾及淨化機具。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
8421.11--乳酪分離機
8421.12--布料脫水機
8421.19--其他
-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
8421.21--水過濾或淨化用者
8421.22--飲料（水除外）過濾或淨化用者
8421.23--內燃機用油或汽油過濾器
8421.29--其他
-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
8421.31--內燃機用進氣過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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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1.39--其他
-零件：
8421.91--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用者
8421.99--其他
本節包括：
(Ⅰ) 機器，係用離心力原理，將物質依照其不同之比重完全或部分離者，或自潮濕之物質內脫去水份者。
(Ⅱ) 機器及裝置，將液體或氣體過濾或淨化之用者，但例如：過濾漏斗、濾乳器及濾漆用過濾器等者除外（一
般於第七十三章）。

(Ⅰ) 離心分離機（包括離心式脫水機）
這些機器之設計主要係由穿孔之板、鼓狀容器、籃子或碗具等所組成，在一固定之收集器（通常為圓筒形）
中高速旋轉，由離心力脫出之物質即噴向收集器之壁。另一型式之離心機，係將比重不同之物質，用一連串倒置
之錐形之分離器，收集於不同之水平上。尚有一種離心分離機，係將固體物質留於旋轉之穿孔鼓狀容器、籃等內，
而將液體脫除。後一型之機器，亦可迫使液體完全滲透至材料中（例如用於染色或清潔）。
本節包括：
（1）離心式脫水機，供洗衣坊、染坊、果漿廠、麵粉廠等用者。
（2）離心式分離機，煉糖用者。
（3）乳酪分離機或乳品離心式澄清機。
（4）離心式分離機，供分離油、酒、酒精等用者。
（5）離心式分離機，供石油產品脫水或除蠟用者。
（6）離心式分離機，供酒、脂肪、澱粉等脫水用者。
（7）硝化離心式分離機，製造火藥棉用者。
（8）分離器，培養酵母菌用者。
（9）離心式分離機，化學工廠用者（例如抗生素用之高速萃取機）。
（10）離心式分離機，主要用於實驗室中者。將液體分離成重疊之層次，以便慢慢倒出。
（11）離心式分離機，自血液中分離血漿用者。
（12）離心式分離機，乾燥放射性落塵用者。
（13）離心式分離機，萃取蜂蜜用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離心機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板、鼓形容器、
籃、碗及收集器）。
*
* *

本節不包括以離心原理運轉之他種機器，例如：
（a）特種離心式分離機，稱之為「氣體」離心機，供鈾同位素分離用者 （第 84.01 節）。
（b）液體離心泵（第 84.13 節）。
（c）離心式空氣泵及鼓風機（第 84.14 節）。
（d）糧食磨粉工業用之離心式捲（或篩）麵機（第 84.37 節）。
（e）金屬用之離心式鑄造機（例如，鑄鐵管用者）（第 84.54 節），或未凝水泥用之離心式模造機（例如模造水
泥管用者）（第 84.7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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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離心式研磨機（第 84.74 節）。
（g）半導體晶圓加工用離心旋轉乾燥機（第 84.86 節）。

(Ⅱ) 過濾或淨化液體或氣體用之機器及其裝置
歸入本節之過濾或淨化裝置，其中多種純係靜態裝備，而無活動零件。本節包括所有類型（如物理性、機械
性、化學性、磁性、電磁性、靜電性等）之過濾器與淨化器，自工廠所用之大型者，至內燃機或家庭所用小型者
不等。但本節不包括過濾漏斗、奶品過濾器、器皿、貯槽等之裝有簡單之過濾金屬網或其他過濾材料者；亦不包
括普通用途之器皿、貯槽等，以及縱使填裝碎石、細砂、木炭等後擬作過濾器之用者。
大體而言，本節之過濾機器或裝置，大致上可依照其用於液體抑或氣體而分為兩種不同之類型：
（A）液體用之過濾及淨化機器等，包括硬水軟化器。
本組之液體過濾器，係分離液體內之固體、油質或膠體微粒之用。例如，將之通過薄片膜、薄膜或成
塊之多孔性物質（例如：布、氈、金屬絲網、皮、石器、瓷器、矽藻土、燒結之金屬粉、石棉、紙漿、纖
維素、木炭、動物炭黑或細砂）。在處理飲水時，其中所用之若干物質（例如瓷物及木炭）可在過濾過程
中除去水中之細菌等。因此此類物質之過濾器有時稱之為「飲水淨化器」（water purifiers）。過濾器亦可用
以除去成稀泥狀材料（例如得自陶瓷材料或精砂者）內之液體。過濾器不論係地心吸力式、吸收（或真空）
式或加壓式者，均歸入本節。
本節尚包括：
（1）家庭型用水過濾器。加壓式家庭用過濾器大多裝接於總水管或龍頭上，通常含有一圓筒型陶瓷過濾組
成體，密閉於一金屬容器之中。地心吸力式者與上型類似但較大。然本節不包括主要以陶瓷或玻璃製
成之過濾器（分別歸屬第六十九或七十章）。
（2）製造人造纖維用之過濾燭形筒。其中含有防蝕容器以容納紡織物組成體，用以過濾紡績液。
（3）內燃機、工具機等用之濾油器。其又分為兩類型：
（i） 含有過濾組成體，通常以層疊之毛氈、金屬網、鋼絲等製成者。
（ii）含有永久磁鐵或電磁鐵以抽除油中之鐵分子者。
（4）鍋爐用濾水器。此種裝置通常含有一大容器，內部舖有數層重疊之過濾物質，並除進水管與出水管外，
另附一系列之管及活塞，用逆流之水，潔淨過濾組成體。
（5）濾壓機。此種過濾器含有一組水平系列之過濾室，各室係以易於拆卸之垂直板及架組成；板架上裝有
過濾導體（布、纖維素等），而以螺旋釘或壓力機械固定於適當之位置上。液體用幫浦壓入各室中，
室之內部得以蒸汽加熱。經過濾之液通過導體壓出，其渣滓則留於板架之間形成餅狀。濾壓機可用以
過濾或澄清多種液體（例如用於化學工業、製糖業、釀酒業、釀葡萄酒業、煉油業、精煉礦砂、陶瓷
業或人纖製造業等）。
（6）真空迴轉鼓輪式過濾器。此器含有一圓筒，以布或棉紗被覆，並裝於含有待過濾之液體之水槽上；液
體吸入鼓輪內以機械裝置除去其周圍之固體渣滓。
（7）間歇性之真空過濾器。此種過濾器係以一組「葉片」或室組成，每片或每室覆以過濾布，並連接於共
同之真空管線上。過濾器沉沒於給水槽中，然後採用真空原理操作。
（8）化學淨化器。例如人造泡沸石或沸石軟化器及石灰水淨化器。
（9）電磁淨化器。在此種淨水器中，藉交變磁場作用以防止液體中之石灰鹽結晶而於管壁上成堆積物；反
之可使石灰鹽分離而成易於清除之泥渣。
本節亦包括濾膜分析器，此種特殊之濾器主要含有半透性膜，液體經擴散後可通過此膜，而與其膠體
分離。
（B）氣體過濾或淨化機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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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機械係自氣體中分離固體或液體微粒之用，以恢復產物之價值（例如，由鍋爐之焰管氣中回收煤
灰與金屬微粒等），或消除有害物質（例如，由氣體或有害之煙氣中抽出灰塵、除去焦油等，或自蒸汽機
排出之蒸汽中排除油質）。
它們包括：
（1）單藉機械或物理方法發生作用之過濾器與淨化器；型式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型式之構造，類似液體過
濾器，其分離組成體係以多孔性之平面或成塊物質（氈、布、海棉狀金屬、玻璃毛等）組成。第二種
型式之分離作用，則以突然減低微粒與同時吸入之氣體之速率而達成。微粒因比重關係附著於油質之
表面上然後予以收集。此種型式者，常裝有風扇或噴水器。
第一種型式之過濾機包括：
（i）汽油與柴油發動機等用之空氣過濾器。其構造原理多為上述二種之混合體。
（ii）袋形過濾器。係由一組袋形布製成之過濾組成體組成，通常裝有振動裝置使聚集之微粒落入袋
底。
（iii）幕式過濾器。其含有環狀過濾紗在二滾軸間轉動，伸展並越過氣體通過之箱上。過濾幕則用刮
削機械予以清潔。
（iv）迴轉鼓輪式過濾器，例如用於鼓風輸沙設備中者。常以過濾鼓輪組成；空氣則用吸力吸入；鼓
輪對準刮削器旋轉，以除去其中之渣滓。
第二種型式之過濾器包括：
（v）抽塵器、煙霧過濾機等。裝有各種型式之各種障礙板，以減低氣流內微粒之速率。例如：阻撓
板、漏口不對稱之穿孔間隔物、裝有阻撓物之圓形或螺旋形管路及附有重疊阻撓環之圓錐物。
（vi）旋風式集塵器。主要係由金屬板製之圓錐體組成，圓錐體則圍繞於圓柱之槽中。氣體經正切之
管噴入錐體之較狹部分（頂部）時，即造成洶湧之氣流；但當接近圓錐體之較寬潤部分時，其
速率突然減緩，塵粒因而下落入槽底。
（2）空氣或其他氣體用靜電式過濾器。其中主要組成體通常為一組充有靜電之垂直電線。當空氣中之灰塵
通過該設備時，即為該電線所吸收且積存於其上，然後定期予以消除。
（3）氣體擦洗器或吸收塔。此種裝置係供淨化發生爐所產生之氣體、煤氣等用；係由高大之金屬圓柱組成，
內含焦炭或其他填充料，塔頂上裝有噴水設備。
（4）空氣或氣體用之其他化學過濾器及淨化器（包括觸媒轉換器，此器可改變機動車輛排放廢氣中之一氧
化碳）。
*
* *

本組亦包括使用於核能工業之下列機器：空氣濾清器，專供消除放射性塵粒者（物理式或靜電式）；活性碳
淨化器，供淨留放射性碘用者；離子交換裝置，供放射性元素分離用者，包括以電解方式操作之裝置；分離器，
供放射性燃料或工廠等之廢水、污水處理用者，而不論其是否利用離子交換法或化學方式操作（藉溶劑、沈澱法
等）。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上述型式之過濾器及淨化器之零件。此等
零件尚包括：
間歇性真空過濾器用之葉片；底盤、加壓式過濾器用之架及板；液體或氣體過濾器用之迴旋鼓輪；氣體過濾
器用之阻撓板、穿孔板。
但應注意，紙漿過濾磚歸入第 48.12 節，其他多種過濾元件（陶瓷、紡織品、氈等），則按其組成材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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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節不包括：
（a）鈾同位素分離用之氣體擴散裝置（第 84.01 節）。
（b）第 84.15 節之空氣調節機或列入第 84.79 節之空氣除溼機。
（c）製酒、製果汁用壓榨機（第 84.35 節）。
（d）人工腎臟（滲析）裝置（第 90.18 節）。

84.22-洗碗碟機;瓶及其他容器洗滌及乾燥機器;瓶、罐、箱、袋或其他容器之盛裝、封口、封緘
或貼標籤機器;瓶、大口瓶、管及類似容器之封蓋機器;其他包裝或包紮機器（包括熱縮包
紮機器);飲料充氣機（＋）。
-洗碟機：
8422.11--家庭用
8422.19--其他
8422.20-瓶或其他容器洗滌或乾燥機
8422.30-瓶、罐、箱、袋或其他容器之盛裝、封口、封緘或貼標籤機器;瓶、大口瓶、管及
類似容器之封蓋機器;飲料充氣機。
8422.40-其他包裝或包紮機器（包括熱縮包紮機器)。
8422.90-零件
本節包括洗碟機（清洗盤、玻璃杯、湯匙、刀叉等用），不論其是否附有乾燥設備，均包括電氣操作與作家
庭用者在內。本節亦包括範圍甚廣之各式機器，設計用以洗滌或乾燥瓶具或其他容器者，及用以盛裝或封閉此等
容器者（包括飲料充氣機），以及用以包裝（包括熱縮包裝）俾便銷售、運輸或貯藏者。此類機器分為下列各項：
（1）機器（不論是否以蒸汽操作者），用以清潔、洗滌、沖洗或乾燥瓶、大口瓶、金屬罐、盒、桶、攪乳器、
製乳酪碗或其他容器者；此種機器亦有裝置消毒或殺菌設備者。
（2）機器，用以盛裝容器者（例如：桶、琵琶桶、罐、瓶、大口瓶、管、壺腹玻管、箱、小包或袋）。其通常
附有容量或重量自動控制之輔助裝置及封閉容器用之裝置。
（3）將瓶子或廣口瓶封閉、上軟木塞、加蓋等用之機器；罐頭封閉器及封緘器（包括以焊接法封緘者）。
（4）包裝或紙盒包裝機器，包括成型、印刷、綑紮、鎖扣、帶縛、上膠、封閉或以其他方法等完成包裝之機器。
本節包括將已灌裝之罐、瓶等包裝於外部容器（板條箱、盒等）內之機器。
（5）標籤機，包括亦可用以印刷、切割、膠貼標籤之機器。
（6）飲料充氣機。實際上此係裝瓶及封閉用機器，但附有可將二氧化碳與飲料同時灌入之設備。
（7）打包或綑綁機，包括用手操作之輕便應用品，並有板或類似裝置以供應用品放置之用，而於使用時可放於
待綑紮之包、箱等之上者。
歸入本節之機器常可用以執行數種上述功能，亦得附裝設備，以便在真空內或在控制之氣壓情況下盛裝或封
緘。
裝箱、包裝等機器亦可作其他作用者，此種作用對包裝等而言，若僅屬附帶性質者，亦列入本節。因此機器
用以包裝或綑紮貨品成商業上銷售之正常形式者，則歸屬本節，不論該機器是否附帶秤量設備。同樣地，本節亦
包括包裝機，配有作次要作用之裝置者。此項裝置係用以將事先配置之產品切割、成型或壓製成可銷售之形式，
而不影響其主要特性者（例如，塑造牛油或人造牛油成塊狀並予以包裝之機器）。但本節之機器不包括其主要作
用之非用以裝箱或包裝等，而係將原料或半製品製成成品者（例如，製造及包裝香菸用之聯合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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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上述機器之零件。但應注意，在複合機
器之情況下其組成分子之機器本身不歸入本節者，其全部零件則應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例如：衡重機器之零件
（第 84.23 節）、紙板盒或紙袋製造機零件（第 84.41 節）或印刷機之零件（第 84.43 節）。
*
* *

本節不包括：
（a）家庭用之裝瓶或裝罐機器及其他家庭用機械日用品，其重量在 10 公斤或以下者（第 82.10 節）。
（b）芻草或飼料打包機（第 84.33 節）。
（c）紙袋或紙板盒製造機（第 84.41 節）。
（d）已盛裝之粗布袋封口用縫紉機（第 84.52 節）。
（e）壓縮廢金屬成包等用之壓榨機（第 84.62 節）。
（f）釘箱盒機（第 84.65 節）。
（g）信紙裝入信封用之機器，或以紙帶將信封打包者（第 84.72 節）。
。
。。

目註解：
第 8422.11 目
本目包括家用型洗碟機，不論是否電氣操作與供何用途者。此等機器直立於地上之外部尺寸按下列規格:
寬度：65 公分為止。
高度：95 公分為止。
深度：70 公分為止。
而被置於桌上或櫃台上之機器及用具，其尺寸則明顯地較小。

84.23-衡器（不包括感量 5 公毫或更精密之天平）
，包括重錘操作之計數器及校對機器在內；各
種衡器用法碼（＋）。
8423.10-體重計，包括嬰兒秤；家用秤
8423.20-輸送帶上貨品連續衡重用秤
8423.30-固定重量秤及將重量預先訂定之物料注入袋或容器用之秤，包括漏斗秤
-其他衡器：
8423.81--衡重最大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者
8423.82--衡重最大重量超過 30 公斤但不超過 5000 公斤者
8423.89--其他
8423.90-各種衡器之法碼；衡器零件
感量在 5 公毫或更精密之天秤除外（第 90.16 節），本節包括：
（A）直接測定物體重量之機械裝置及用具，無論為電子式（經由傳感器）者；或以可更換之法碼衡重物體者，
在刻度桿上操縱可移動之法碼者（桿秤及其他），或自動記錄於以彈簧、槓桿及其他稱錘操作之天秤或機
器之指示器上者，或以液壓法等操作者。
（B）用具，雖按測定重量原理衡重，但其係以其他計量單位（例如：容量、數量、價格或長度）自動記錄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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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與重量直接之關係者。
（C）重量預先測定機，用以確定成品是否均勻一致，有無缺點（能以重量測知者），或將待包裝之貨物按固定
之重量予以分配。
歸入本節之機器型類眾多，包括以下所列：
（1）彈簧秤。
（2）家庭或商店用之秤或天平。
（3）信件或包裹用之秤或天平。
（4）個人衡重機器（以硬幣操作或否者），包括嬰兒磅秤。
（5）手提式或可移動式臺秤。
（6）地磅（液壓操作或其他）及其他臺秤。
（7）在輸送帶或輸送吊車上等用之過磅裝置。
（8）重錘操作之計數秤。
（9）定量秤，諸如檢測秤（用以指示較標準重量為超出或不足者）；及連續性秤量計，用以檢查紡織物與其他
材料是否均勺一致者。
（10）計量漏斗秤，用以自動秤量由漏斗漏出之物質，包括由數個漏斗漏出之各種物質以備調合或混合品者。
（11）預先測定重量之材料裝袋或裝容器時所用之秤，但不包括將成品包裝成市場銷售之正常形式者。
（12）自動天秤，用以過磅流體之連續流量者。
（13）全自動式裝置，用以衡重與貼示標籤於預裝箱物品上者，此裝置含有衡重機器、計算機及印表機，以及內
裝式可計算包裝件之總計器與標籤投射器。
上述各型衡重機器得裝配設備，用以自動印刷重量之指示標籤者，紀錄逐次所秤之重量及將其加成總數者，
或投射或放大指示數者。
本節亦包括各種型式及任何材料製之砝碼，不論係成組或箱與否，供任何形式之衡重機器用者，及歸入第 90.16
節精密機械用而分開進口者亦在內。但其與精密機械同進口者仍按該機械分類。滑動法碼（包括白金製者）亦列
入本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所屬衡重機器之零件。此等零件包括：
秤桿，不論刻度與否；秤盤及秤台；底板、支持物及框；刃形支承、樞軸及樞軸軸承（全部以瑪瑙或其他寶
石或半寶石製者除外（第 71.16 節））；液壓緩衝筒（振動減弱器）；重量示針盤。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靜水式（或比重式）天秤（第 90.16 節）。
（b）用以檢測機械零件平衡之機器（第 90.31 節）。
（c）儀器，諸如動力計，其設計主要係用以計量曳引力、壓縮力等，並非用以衡量物品、人體、動物等之重量者
（第 90.24 或 90.31 節）。
。
。。

目註解：
第 8423.20 目
本目所屬在輸送帶上連續衡量貨品用秤，其亦可以加計或累計的方式，量測及記錄當貨物通過料斗、輸送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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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品時的重量。

84.24-液體或粉末之發射、散播或噴霧用機具（不論是否用手操作者）
；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
劑者；噴鎗及類似用具；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8424.10-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8424.20-噴鎗及類似品
8424.30-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農業用或園藝用噴霧器
8424.41--可攜式噴霧器
8424.49—其他
-其他用具：
8424.82--農業或園藝用
8424.89--其他
8424.90-零件。
本節包括以下所列之機器及用具，用以噴射或散播蒸汽、液體或固體材料（例如：砂、粉末、小粒、砂礫或
金屬研磨粉）而成噴出物、水沫（不論是否為水滴狀）或分散物之形式者。
但本節不包括設計供精密切削各種材料（例如：石料、複合材料、橡膠、玻璃、金屬）用之水射流或水加研
磨料混合射流切削機械。這類機器通常是在 3,000 至 4,000 巴（bars）之壓力下，以 2 至 3 倍於音速之速度噴射出
水射流或水與精細研磨料混合之射流進行切削加工（第 84.56 節）。

（A）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本組包括產生泡沫或用其他滅火藥品之滅火器，已或未充填者均在內，簡單之滅火器裝有龍頭、閥、擊發蓋
或其他開啟裝置者亦包括在內。
本節不包括：
（a）手擲滅火彈及滅火器用之彈藥（第 38.13 節）。
（b）滅火用泵，內部有或無貯液裝置者，歸入第 84.13 節（非裝於汽車上者）或第 87.05 節（裝於汽車上者）。

（B）噴鎗及類似用具
噴霧鎗及以手操作之類似用具通常設計附裝於壓縮空氣或水蒸汽之管線上，直接或經導管與貯有噴射用材料
之貯料槽相接。裝有板機或其他凡而，以控制通過管嘴中之流體，使適合噴射或成分散狀之霧。通常用於噴射漆、
顏料、假漆、油、可塑料、水泥、金屬粉、紡織塵等，亦可噴射強力之壓縮空氣或水蒸汽，以沖洗建築物、雕像
等之石質物。
本組亦包括單獨進口供裝於印刷機上之手控「防污」噴霧裝置，及利用吹管原理或利用電熱裝置與壓縮空氣
噴射器之聯合效應以操作之手控噴金屬鎗。
手操作之噴鎗，包含有自足式電動馬達，裝配有泵和供裝噴射材料（油漆、清漆等）之容器，亦歸屬本節。

（C）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噴砂機及其類似機器通常係重型結構，亦有裝配壓縮機者。常用以除鏽或清洗金屬物品；或以砂、金屬摩擦
料用高壓噴射於玻璃、石等在其表面上鏤刻或去其光澤。其上並附有除塵裝置，以除去留剩之砂或塵。本節亦包
括蒸汽噴射用具，例如，供機製金屬清除油脂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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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注水器、噴霧器及粉末散佈器
此係農業、園藝或家庭作殺蟲、殺菌等之用者。本節包括此種用具，不論是否裝有儲蓄器，用手操作（包括
簡單之活塞幫浦噴霧器在內）或腳踏型；及粉末用鼓風箱，背囊式及可運輸之噴霧器。本節亦包括可移動之噴霧
機器，其提供打氣及噴霧所需之動力之馬達，亦可用以發動該機器作有限度之移動以便工作。但不包括已構成真
正車輛之機器（第 87.05 節）。
下列各型之用具，如裝有機械裝置可產生或散播水霧或噴射物，或自動調整噴頭方向（包括以水壓推動之簡
單機械裝置），不論固定、可運輸或可移動者，均歸入本節：
（1）草地、果園等用之灑水或噴霧器（例如旋轉式噴霧器及搖動式噴霧器）。
（2）液壓式噴鎗，設計用以噴射強力之水，俾自山邊等處移出礦物（如含砂之金）；以及在造紙工業上，供水
噴射樹皮除毛梳之用者。
本節亦包括汽車用之擋風玻璃及頭燈清洗裝置，以及消除野草或其他農業用之噴火鎗。
本節不包括：
（a）殺蟲劑，經高壓貯存於容器中，並裝有簡單之釋壓閥者（第 38.08 節）。
（b）軟管噴嘴（屬於第十五類，但如裝有龍頭、活栓、閥、或其他可調節液體流動之裝置者則列入第 84.81 節）。
（c）醫學用儀器（屬第 90.18 節）。
（d）香水噴霧器及類似化粧用噴霧器（第 96.16 節）。

（E）灌溉系統
這些灌溉系統，由下同構件連接一起而組成，通常包括：
（i）控制站（網狀過濾器、肥料注射器、測洗閥、單向閥、壓力調節器、壓力錶、空氣通氣孔等組成）。
（ii）地下網路（將水自控制站輸送至灌溉區之分配管線與支線）。
（iii）地上網路（裝設滴水器之滴水管線）。
此等系統當作第十六類類註 4 含義內之功能單元歸入本節（見該類註解總則）。
*
* *

本節亦包括：
（1）機器，將石蠟或融解蠟噴於不同物品（例如杯子、紙板盒、箱等）以上作包覆用者。
（2）靜電式噴漆裝置，由噴漆鎗，及藉撓性管路連接至貯漆容器以輸送油漆，並以電線與高張力之發電機予以
連接等所組成。待漆物與噴鎗之間形成靜電場以吸收油漆微粒，利用壓縮空氣將微粒噴於物品上以防止分
散者。
（3）工業用機器人，專門設計供噴射、分散或噴散液體或粉狀物等用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所屬用具及機器之零件。因此，歸入本節
之零件尚包括：噴射器用之貯液槽、噴嘴、噴桿、及非第 84.81 節所述之強力噴射器頭。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用手操作之油罐或注油鎗（第 82.05 節）及空氣壓縮式注油鎗，以及其他以動力加注潤滑油之裝置（第 84.67
節）。
（b）鍋爐用之噴氣除塵裝置（第 84.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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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爐用燃燒器（第 84.16 節）。
（d）用水、蒸汽、砂等噴洗琵琶桶或其他容器之機器（第 84.22 節）。
（e）噴墨式印刷機（第 84.43 節）。
（f）噴香水型之自動販賣機（第 84.76 節）。
（g）供散佈灰泥或混凝土或噴散砂礫於地上或類似平面上用之機器（第 84.79 節）。
（h）設計安裝於一貨車上，供除雪用之鹽與沙撒佈機器（第 84.79 節）。
（ij）供蝕刻、顯影、去除光阻物或清洗半導體晶圓及平面顯示器之噴灑機具；供電鍍處理前，清除半導體裝置
金屬接線腳污垢之清除機器（以高壓噴射方式清除）（第 84.86 節）。
（k）屬第 85.15 節用以熱噴射金屬或瓷金之電氣機器及裝置。
（l）牙醫用噴水式鑽（第 90.18 節），及噴霧治療裝置（噴藥水器）（第 90.19 節）。
。
。。

目註解：
第 8424.20 目
本目包括第 84.24 節註解（B）部分所敘述之器具。

第 8424.41 目
所稱“可攜式噴霧器”是指被設計為可通過手柄或由一個或兩個肩帶，由操作者拉動或背負之噴霧器。
本目包括壓力噴灑器（通常稱為“噴槍”），包含結合漏斗之壓力桶並整合壓力泵、提攜帶、撓性管及含有
銅噴桿與可調噴嘴之手持噴桿等組成，其所顯現之物理特性明確最適用於農業或園藝使用者（例如：3 巴的操作
壓力、5 公升的操作容量、可調式噴嘴孔）。
手壓式和手柄操作之背負式噴霧器、機動之背負式噴霧器、，機動之背負式鼓風噴霧機、操作者攜帶之旋轉
噴嘴噴霧器和人工推拉之懸臂式噴霧器亦屬本目之可攜式噴霧器其它例子。
本目不包括冷煙霧機及熱煙霧機。

84.25-滑車及吊重機，不包括吊斗式吊重機；絞車及絞盤；千斤頂。
-滑車及吊重機，不包括吊斗式吊重機或昇高機動車輛用吊重機：
8425.11--電動
8425.19--其他
-絞車；絞盤：
8425.31--電動
8425.39--其他
-千斤頂；昇高機動車輛用之吊重機：
8425.41--修車廠內使用之固定升高系統
8425.42--其他液壓千斤頂及吊重機
8425.49--其他
本節包括簡單式舉高或搬運貨物之設備。第 84.26 節註解之規定適用於本節之設備，因此其涉及自行推動者
及其他「流動式」（mobile）之機器；多功能機器及起重、裝卸、運送等用機器，及附設於其他機器之機器或供
裝設於第十七類之運輸車輛或船舶上之機器。但若絞車係為牽引車之一般工作器具，其完整機器（牽引車與絞盤
車）即可歸入第 87.0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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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下列三大項：

(Ⅰ) 滑車及吊斗式吊重機以外之吊重機
歸入本節之滑車絞轤與吊重機由多寡不定複雜滑車系統及纜索、鍊條、繩器等所組成，設計產生機械利益俾
便起重貨物之用（例如：利用不同直徑之滑輪、齒形輪、齒輪系）。
本節包括下列三項：
（1）絞轤及吊重機，絞鏈嚙合於滑輪之輪緣上特殊設計部分者。
（2）鼓輪式滑輪吊重機，其纜索係捲撓於滑輪機構外圍之鼓上。此類自足式吊重機，一般屬氣動式或電氣式，
常安裝於吊運車上或滑行於架空軌道之絞盤車上者。
（3）吊重機，由滑行於一齒系之鏈輪上滾子鏈所組成，以曲柄或槓桿操作，此類吊重機多少類似千斤頂系統。
單獨進口之滑輪與滑車組則除外（第 84.83 節）。
戴氏（Davits）吊重機亦歸入於本節，其含有雙排傾卸或旋轉支撐架，以後船舶等可自支撐架藉滑輪吊重機
式之吊重齒輪將之昇高或下降者。

(Ⅱ) 絞盤及起錨機
絞盤係以繞有纜索之水平式棘齒鼓輪組成，以手或動力操作。起錨機與之類似，但其鼓輪係呈垂直狀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船用絞盤與起錨機，係用以操作舉起貨物之齒輪，起錨，操縱駕駛齒輪，拖曳拖繩、漁網或漁撈纜等，其
動力部分通常係裝於機器中而與之成一整體。
（2）曳引機等用絞盤。
（3）核頭形盤繞齒輪，主要係由大型機動絞盤組成。
（4）操作轉車台或鐵路貨車轉撤器等用之絞盤。用於轉撤器之纜索通常通過若干繫柱，每柱均可於軸承上自由
轉動以利拖拉。但此種繫柱應列入第 73.25 或 73.26 節。
（5）拉金屬絲用之拉模。

(Ⅲ) 千斤頂
千斤頂係設計將笨重之負荷作短距離舉起之用者。本節包括齒條與防逆轉之掣子型千斤頂；螺旋型千斤頂，
其螺旋係藉旋轉而昇高或旋轉裝於千斤頂基座上之螺釘帽而升高者；套筒螺旋型千斤頂，係以兩個或多個同心螺
旋操作，在外面之螺旋則於基座上之螺釘帽中旋轉。
液壓或氣壓型千斤頂，其活塞係以幫浦或壓縮產生之壓力沿壓力筒昇高。幫浦與壓縮機得分開或裝置於內液
部。
特殊型之千斤頂包括下列數項：
（1）車輛等用之輕便式千斤頂。
（2）裝於修車間中之吊運車上之千斤頂，吊大箱用之千斤頂等。
（3）修車廠用不可移動（內裝式）之千斤頂，多係液壓者。
（4）貨車傾斜機械用千斤頂。
（5）起重機、重型貨車、活動工場、砲等用之千斤頂。
（6）吊鐵軌用之千斤頂。
（7）吊鐵路車輛用之千斤頂。
（8）移動桁樑、建築結構體之部分品等用之水平移動式千斤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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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設備之零件應歸入第 84.31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第 84.12 節之液壓缸或氣壓缸。
（b）第 86.08 節之水平式交替控制齒輪及鐵道信號設備。

84.26-船用人字起重桿；起重機，包括巨纜起重機；移動式升降架、跨載機及裝有起重機之工
作車。
-架空起重機、運輸起重機、高架起重機、橋式起重機、移動式升降機及跨載機：
8426.11--具有固定支架之架空移動起重機
8426.12--具有輪胎之移動式升降架及跨載機
8426.19--其他
8426.20--塔式起重機
8426.30-龍門型或托架型伸臂起重機
-其他自力推動機械：
8426.41--具有輪胎者
8426.49--其他
-其他機械：
8426.91--設計安裝於機動車輛者
8426.99--其他
本節包括若干間歇動作之升降或搬運機器。

自走式或其他「活動」機器
一般而言，本節不僅包括固定不動之機器，亦包括活動機器，不論是否自走式（但機器裝於歸入第十七類之
運輸工具上之一型如以下所述者除外）。
除外者包括：
（a）裝於歸屬第八十六章之車輛上之機器。
升降或搬運機如裝於貨車或卡車上，設計在任何標準之鐵路輞上行駛者，應歸入第 86.04 節。下列各型
機車，通常適合上述條件：鐵路故障起重機車，永久性服務用之起重機車、絞盤車或貨車，鐵路機車，以
及鐵路裝貨倉庫用之起重機車或貨車。鐵路服務及保養路軌用之自動車輛列入第 86.04 節。反之，起重或搬
運機如裝於卡車或月台上，不符合真正鐵路機車或車輛之規格者，仍歸入本節；例如託運商用之起重機、
經裝配後可行駛於鐵路上，而於建築場所、採石場等處服務者即如此。
（b）裝於歸屬第八十七章之牽引車或機動車輛上之機器。
（1）裝於牽引車上之機器。
歸入本節之機器，其中若干之工作機件得裝於牽引車上。後者主要係用以拖拉或推動另一車輛、
器具或裝載物者，像農業用之牽引車一樣均裝有用以操作工具之簡單裝置；又此類工具係屬附屬設備
僅供偶然使用而已。一般而言，其重量甚輕，可由操作者本身在工作場所裝配或更換。如屬此種情形，
此項工具即使與牽引車同時進口者（不論是否已裝於其上），若為該等機器之零件，則歸入第 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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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但工具如組成本節之機器者，則仍歸於本節。而牽引車與其操作設備則另行歸入第 87.01 節。
反之，本節包括自行推動之機器；其中之推動基座、操作控制部分、操作工具，及其推動設備係
經特別設計裝配於一起，而構成一完整之機械單位者。此種機器之推動部分雖與普通牽引車相似，但
係經特別設計、建造或加強成為機器之整體部分用以執行本節所述之一種或多種功能（升降、搬運等）
者。此類推動基座如單獨進口，則按不完整機器而具有同類之完整機器之主要特性者亦歸入本節。推
動基座因得裝配不同之工作機件而可能歸入若干節如第 84.25 至 84.30 節者，此類推動基座應按第十六
類類註 3 之規定或應用解釋準則 3（c）分類之。
關於歸入第 87.01 節之牽引車與歸入本章之推動基座更詳盡之區分標準，見第 87.01 節之註解。
（2）裝於汽車或貨車之底盤上之機器。
若干舉高或搬運機器（例如：一般起重機、輕型搶修起重機）事實上常裝設於設備齊全之汽車底
盤或貨車上，此類車盤設備至少含有下列機械之特徵：推動引擎、傳動齒輪箱、齒輪變換控制器、剎
車及駕駛設備。此類機器視為特殊用途機動車輛則列入第 87.05 節，不論其起重或搬運機器僅簡單地
裝於車輛上或已與車盤構成一完整之機械單位者。否則，設計主要用於運輸目的之車輛，則列入第 87.04
節。
另一方面，本節包括自力推進機器，其一個或多個如上所述之推進或控制單元，係裝設於固定在
有輪子之底盤上之升降或搬運機器（通常係起重機）之駕駛艙內，不論其整體可否藉自身動力行駛於
道路。
本節之起重機，有負載時一般不能移動，即使可移動亦屬有限度而僅作為主要功能之輔助作用而
已。
（c）裝於第八十九章之浮動構造體上之機器。
所有起重或搬運機械（例如起重機與穀類昇高機），如係裝於浮塢或其他浮動構造體上，不論是否自
走式者，均歸屬第八十九章。

多功能機器
甚多機器，不僅可作本節或第 84.25、84.27 或 84.28 節所述之各種功能（升降、裝載）之外，亦能作第 84.29
或 84.30 節所述者（挖土、整地、鑽孔等）。此種機器應依據第十六類類註 3 或應用解釋準則 3(ｃ)分類之。例如：
機動鏟、挖溝機等，其僅須變換其鐵臂或頂端之附件即可用作起重機、挖煤及運輸混合機、掘溝及管子升降機等。
*
* *

單獨進口之升降、裝載、搬運等機器，即使待裝於其他機器或第十七類之運輸車輛或船隻上者，仍歸入本節。
*
* *

本節包括通常由滑輪、絞盤或千斤頂系統所構成之起重或搬運機器，且其中之固定鋼架結構等，所佔比例甚
大。
這些固定結構物（例如：起重機底座及其構架）如作為完整或幾近完整之搬運機器之零件而進口者，歸屬本
節。
如係單獨進口，供裝於或設計供裝於操作全部裝置之活動部門所必須之機械部分上者（輪、滾輪、滑輪、傳
動輪或導軌等），則應歸屬第 84.31 節。否則此類構架屬第 73.08 節。
本節包括：
（1）橋式起重機，此型起重機由強力吊起機構組成，而懸吊於穩重橫樑或「橋架」（bridge）上，以致整體可行
駛於寬軌道上者。類似橋式起重機用以核能反應器，以變換或抽取燃料組成體，此型起重機亦歸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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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架起重機及架空滑行起重機，此型起重機用機身之樑架靠軌道行駛者，該軌固定於牆上或適當之金屬支
持結構上。
（3）運輸起重機，分固定與在軌道上運行者兩種。此種起重機之機身甚長，裝有懸臂（得以關節連接或否）以
跨越停機處或卸貨處，並配有升高滑車或絞車在樑上之全長上行駛。特殊型之起重機可用以搬運建築用石
塊或貨櫃，並用於造船業。
（4）裝於輪上（有輪胎者）之活動起重鋼架，特別用於搬運貨櫃者。此型起重機得自備動力推動。如原設計係
固定於某一處操作者，或裝貨後可在短距離內移動者，或簡單地架於兩柱間所留之空位上者。後一型大部
分係以橫樑組成，由兩個垂直之柱（有時可伸縮）支持，每柱均置放於一組輪上。
（5）跨樑托架，由「跨棣」（straddle）式底盤組成，一股附有可調整高度之直立縮收桿件。此類底盤正常係裝
於四輪或多輪之上，此輪可作為行駛及轉向之用以允許在很小半徑內轉動者。
由於有特殊之設計，此型托架可在載運物上定位，利用特殊之握制裝置舉高貨物，移動短距離之後，
再將其卸下者。此型有些係具有足夠之寬度與高度，可直接在運輸車輛上定位，俾便裝貨或卸貨。
跨樑托架用於工廠、倉庫、船塢區域、機場上等，供作搬運長型貨物（側面形、樹幹形、橫木等）或
堆積貨櫃之用。
（6）塔形起重機，其通常係由多個節段所組成之塔形起重機，固定或移動於導軌上，具有水平鋼臂，並配有一
滑車、絞車、工作平台和一供操作人員用之駕駛室、鋼臂平衡塊、支持鋼臂之紮合桿和為讓起重機迴轉，
不是在其頂部就是在其底部裝有一迴轉裝置。此起重機可含有液壓缸或千斤頂和升高吊塔節段面之構架，
以升高鋼臂高度，如此可以增加起重機之工作高度。
（7）門式或有底座之起重機用於港埠內者，係鋼臂式起重機，裝置於高大之四腳底座上，在軌道上行駛，行駛
之距離足以跨越一個或更多之正常鐵道軌距。
（8） 鋼臂或鋼架起重機（見本節註解前言中關於鐵路故障用起重機、貨車用起重機與浮動構造體上之起重機
等），鋼臂及鋼架起重機多用以吊起貨物或將其吊至側面。主要係以吊桿或鋼臂組成；吊桿或吊臂可連接
以便調整可伸及之範圍並便利施工。其舉高用之纜在吊桿之頂端通過滑輪，並由絞盤推動。吊桿或鋼臂得
以直立之支持物支持，支持物之高度有時極為高大。
（9）索道及巨纜型起重機，係運輸懸掛之貨物用之裝置。此種裝置係以單條或多條鋼纜及滑車組成。鋼纜裝於
可移動或固定之鋼架塔上，滑車則行駛於鋼纜上，並裝有機構用以吊起或放下所裝載之貨物。此種機器多
用於大型建築物、堰壩、橋樑、採石場等處以搬運原料。
（10）船用之鋼架，係由固定之直立鋼架組成。在其基部以裝貨及攜帶兩用臂裝於旋軸上，而該臂可用滑車系統
舉起（見本節有關裝於浮塢等上之類似機械之註解）。
（11）裝有起重機之卡車，此型係借助按裝於卡車上之簡便起重機，以短距離內搬動工廠、倉庫、船塢區域或機
場之貨物，其常為箱型架式構造，附有長形輪子基部及寬軌道，以防止平衡過甚。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應歸類第 84.31 節。
*
* *

本節不包括第 87.05 節之起重機車。

84.27-叉舉車；裝有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8427.10-電動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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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7.20-其他機動工作車
8427.90-其他工作車
第 84.26 節裝有起重機之工作車與跨樑托架除外，本節包括裝有起重或搬運機器之工作車。
上述之工作車包括下列兩大項：

（A）叉舉及其他昇高或堆積用工作車
（1）機械推進之叉舉工作車，屬大型構造，藉滑動於直立柱上之昇高架裝載貨物者。其升降機構通常位於駕駛
座之前，於車移動時，設計用以支撐貨物，及在車昇高時堆積貨物或將貨物置於車輛上。
本組亦包括側面裝貨堆積車，係供搬運長型貨物（如桁架、板、管、貨櫃等）用及通常裝有平台用以
短程搬運中以支撐貨物。
上述工作車之升降裝置正常地藉車輛之動力單位所推動，且根據欲搬運之貨品類型，可設計加裝不同
之特殊附件（叉架、絞轆鐵臂、戽斗鏈、起重鉤等）。
（2）其他堆積機器，常按裝於工作車上，係以平台或貨叉組成。垂直支柱昇貨叉得用手或動力操作之絞盤或裝
物系統昇高或下降。通常用以堆放粗布袋、板條箱或桶等。
但依升降機相同原理操作之若干堆積機器應歸入第 84.28 節。

（B）裝有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
本項包括下列兩項：
（1）裝有機動升降平台之工作車。用以保養電纜、公共照明系統等（見第 84.26 節註解前言中關於裝在工作車上
同型昇降台）。
（2）裝有升降或搬運設備之其他工作車，包括專供特別工業用者（例如：用於紡織或陶瓷工業，及煉奶廠等）。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外（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作車之零件應歸入第 84.31 節。

84.28-其他升降、搬運、裝卸機器（例如：升降機、升降梯、輸送機、及高架纜車）。
8428.10-升降機及吊斗式吊重機
8428.20-氣壓式升降機及輸送機
-其他連續動作輸送貨品或材料之升降機及輸送機：
8428.31--專門設計用於地下者
8428.32--其他，吊斗型
8428.33--其他，帶型
8428.39--其他
8428.40-升降梯及移動通道
8428.60-高架纜車，升降椅，滑雪屐托索，纜車牽引機械
8428.90-其他機器
本節除不包括第 84.25 至第 84.27 節之升降及搬運機器外，係涵蓋廣泛供機械式搬運（起重、輸送、裝貨、卸
貨等）材料、物品等之機器。縱使專供特殊工業如農業、冶金等用之機械，仍歸入本節。本節不限於供固體材料
之升降或搬運設備，而且也包括供諸如液體或氣體用之機器。但本節不包括歸入第 84.13 節之液體昇送器，以浮
動船塢、浮力圍堰及專以靜水浮力原理來操作上升及再浮起之類似海中器具（第 89.05 或 89.0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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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26 節註解中涉及自行推動者及其他「移動式」之機器、多功能機器及起重、裝卸、運送等用機器，及
附設於其他機器之機器或供裝設於第十七類之運輸車輛或船舶上機器之規定，可適用於本節之設備。
*
* *

本節包括起重搬運機器，通常由滑輪、絞盤或千斤頂系統所構成，且其中之固定鋼架結構等，所佔比例甚大。
此類固定結構物（例如：架空纜車裝配等專用之鋼塔）如作為完整或幾近完整之搬運機器之零件而進口者，
歸屬本節。
如係單獨進口，供裝於或設計供裝於操作全部裝置之活動部門所必須之機械部分上者（輪、滾輪、滑輪、傳
動輪或導軌等），則應歸屬第 84.31 節。否則此類構架屬第 73.08 節。
這些較複雜之機器包括：

(Ⅰ) 間歇動作之機器
（A）昇降機（電梯），通常以絞盤及鋼纜操作或藉水壓、氣壓、或油壓帶動之撞錘操作者。此類裝置係於垂直
之導桿間之平台上昇降乘客或用以載貨，並裝有平衡重錘。其控制盤、制動器、安全裝置等貨物設備不論
電動與否，如與昇降機同時進口者，亦列於本節。本節亦包括以人力操作之昇降機。
藉條狀齒輪與齒輪傳動之舉高或拉升機具亦包括在內。此類機具由一升降廂、馬達傳動之齒輪裝置及
一附有條狀齒輪之直立桿柱所組成。當齒輪與條狀齒輪接合時，升降廂可即依所設定之速度沿著桿柱向上
或向下移動。
本節尚包括所謂「船舶昇降裝置」（ship-lift）者，即以液壓或千斤頂操作之強力昇降機，將船隻或水
閘盤自運河之一個水平面吊至另一個水平面之用，因此得以取代正常之水閘
（B）輕躍式昇降機，將散裝材料之容器，沿坡道或垂直軸吊起。於煤坑用以取運煤礦，或將礦砂、石灰石、燃
料等吊起送入鼓熔爐、石灰窯等。
本節尚包括輕躍式昇降機之輕躍零件，亦即容量巨大之金屬製容器或箱，常附有自動開啟之底；用於
礦坑者常裝有小艙，以便礦工在裝礦物之容器或箱上登留之用。
（C）升降機與起重機
（1）升降機，係以絞盤組成。裝於兩腳或三腳支座上。
（2）鑽井用鐵架，係用以吊起鑽管等。例如用於油井等者（裝於貨車等之上者除外──見第 84.26 節註解
之前言）。
（3）架空裝置，具操作上類似於架空滑行起重機或輸送起重機。其吊重滑車係行駛於鋼架支持之架空軌道
上（有時可行走相當距離）者。
（D）高架纜車，以絞車操作之大型裝置在兩山間用以運送旅客或貨物者；係以高架纜線與電引纜線及兩具車箱
（或起重鉤、貨箱等）所組成。纜由鐵塔支持，而車箱則在曳引纜上升上或下降。
（E）大型高架軌車與高架纜車之原理相同，但其車箱係行駛於軌道上。本節僅包括其中之曳引機構與絞盤車，
而不包括其車箱（第 86.05 節）及其軌道（第 73.02 或 86.08 節，視類型而定）。
（F）貨車傾倒裝置，係具有軌道或導槽之平台，車輛駛人指定位置後，經夾住，而以千斤頂裝置或其他昇高系
統將車身傾斜或旋轉而卸下所載物料。本節亦包括貨車震抖機，用以便利漏斗型貨車之卸貨。

(Ⅱ) 連續動作之機器
（A）昇降機，係以垂直或傾斜之方式連續不斷地舉起貨物或旅客用者，此種昇降機主要係由一連串之各式搬運
工具所組成，按一定之間隔裝於連接之機械裝置上，形成連續之鏈。此類機器亦包括吊桶式昇降機用以運
送粉狀或粒狀之材料者；平台式昇降機用以運送板條箱、包裹等者；指碟（finger-tray）式昇降機用以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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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布包、琵琶桶、乾草包、成綑之材料者；及連續式多客廂昇降機，用以昇降旅客等者。
（B）升降梯及移動通道。
（C）運送機。通常係以水平方向運送貨物，有時運送之距離甚遠（如用於礦場、採石場等者）。包含有下列各
種：
（1）運送機之具有連續動作之裝置，用以載送或推動者：例如吊桶、碟或盆型運送機；刮削式或螺旋式運
送機（物料分別用推板或螺旋器沿槽壓昇）；帶，帶狀物、護板、板石、鏈、傳送器等。
（2）運送機之以一速串馬達推動之滾軸組成（例如將鋼送入打榫機用者）。本節亦包括滾軸運送機，無動
力而裝有軸承者（例如推送板條箱等之水平式滾輪傳送道，及地心引力滾輪傳送器）；但與此類似之
裝置而無滾輪者除外，例如直線、彎曲或螺旋式之滑動瀉槽等（按形式而論歸屬於第 73.08、73.25 或
73.26 節）。
（3）振動式或搖動式運送機，以振動或往復作動之槽載貨者。
（D）氣壓式昇降機及運送機（例如氣壓式運送管）。在管路中，將小件之容器（用以盛文件、機器小零件等）
或散裝物料（如穀物、稻草、乾草、鋸屑、煤碎物等），用強烈之空氣壓送（包括類似之機器，用以運送
及清潔穀物者）。
（E）滾輪支架「腳輪」（castors），與滾軸運送機類似，以相當數目之管狀柱組成，豎立於工廠之地板上。各柱
之上端裝有軸承，可自由向各方旋轉，因此此組「腳輪」構成一滾輪之平面系統（例如在輾壓工廠中用以
搬運金屬板者）。
（F）以鋼纜推動之拖或曳機器，主要以環纜或環鏈組成，以連續動作拖曳貨車（例如用於運煤桶或傾斜貨車等），
拖曳駁船、雪橇等或運送旅客（例如滑雪場昇降機）等。

(Ⅲ) 其他特殊之升降或搬運機器
（A）火車頭或車箱之轉移機。將火車頭或客、貨車由一條軌道移至另一條軌道上之用。
（B）各種貨車之推動裝置，例如：
（1）裝設於鐵軌間之裝置，主要以二個機動推進之活塞組成，在輪軸間來回移動，因之將貨車向前推進者。
（2）衝擊起水機或活塞型機器，用以將運礦車推入坑頭籠中者。
（3）自足推動之單輪機器，可在單軌上行走。全機猶如獨輪車，由步行之操作者支持，而以小型汽油引擎
推動。但應注意，有時亦稱為「貨車推動機」
（wagon pushers）之小型曳引機不屬於本節（第 87.01 節）。
（C）機動裝載機。用以挖起或裝載煤、礦砂、挖掘之泥土、碎石、砂或其他龐大之物料。這些機器常與運送機
或昇降機結合一起（振動式運送及裝載機、挖起及運送及裝載機等）。
（D）輔助性機械裝置，用於控制氣動、液壓或電動手工具（鑽、錘等）。此類裝置係用於支持工具或推動工具
使之工作，例如：氣動操作之工具或推送器；鑽具或機器之台架（Jumbos）；工作時用以懸掛工具之機械「平
衡器」等。但本節不包括簡單之固定支架等。
（E）工業用機器人，係設計專供升降、搬運、裝貨、或卸貨之用者。
（F）機動梯，係以機構操作之滑動部門組成（例如滑車絞轤或絞車）。
（G）裝輪之平台，得以機械調整者（dollies）。用以裝設或操作電影攝影機。
（H）機械式遙控操縱器，用以處理固定或流動之放射性物質，於遮掩體內外側各設一手臂組成。內側之手臂由
人力操作，而外側之手臂用以仿造操作者之動作。動作之傳輸原理係藉機械式、液壓式或氣動式器具或利
用電氣脈動完成。
不借助於手之操縱器（類似手工具）則歸屬第 82.03、82.04 或 82.05 節。
（IJ）平台，不論自行推動與否，係用以搬運貨櫃或置於機場之托板，及供飛機裝貨或卸貨之用者。此型平台主
要由昇降平台組成，該平台利用對稱交叉之兩機件支持並配合皮帶移動以輸送貨物。此型設備即使短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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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作運輸貨櫃或托板之用，但係被置放於飛機側旁空位僅作搬運操作之用。
（K）堆列機，設計供自動地將空瓶排列整齊（利用動力或滾柱式輸送器）再將其正確地移送至棧板上層層堆放
之電動機械。此類不作瓶子充填、閉合、封口、貼標籤或打捆之堆列機，能單獨作業或併裝於含有其他具
有充填、收縮包裝功能機械之加工線內。
（L）病人用升降座椅。這是一附有座椅之結構，以供座中之人升降之裝置，例如在浴室或送上床舖。此移動座
椅利用索或鏈固定於其結構裝置上。
（M）階梯用升降平台。這是供裝置於樓梯欄杆、階梯邊牆或階梯間之裝載平台，供行動不便之人或輪椅上下階
梯。
*
* *

升降與搬運裝置亦常與熔爐、轉化爐、輾壓機移等合用，例如將工作主體插入、搬運或拉出之機器；控制門
扉、爐蓋、爐床等之裝置；或傾斜機器等。這些裝置如形成獨立之整體，與熔爐等有顯著之分別者，即使與之同
時進口，仍歸入本節，舉例如下：
（1）焦炭爐用之卸物裝置，在成排之爐後往復移動，並裝有機動活塞，用以打開門爐並騰空蒸餾器。
（2）撞錘或活塞操作之裝貨機器，西門馬丁（Siemens Martin）轉化爐等用者。
（3
（4）鑄錠、鍛煉物等用之操縱器、傾斜裝置等。
（5） 若干類型熔爐所用之機器，係藉裝有撞錘或活塞於圓筒內作用，以使在爐中處理之物件插入或移出者。
但應注意，像此類裝置原係設計與熔爐、轉化爐等成為一整體，且與之同時進口者，則不屬於本節（見
第 84.17、84.54、84.55 節等）。若係單獨進口者，仍歸入本節。
又應注意，機械式加煤機、機械式爐篦及類似用具亦不包括在內（第 84.16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應歸入第 84.31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吊桶式、鏈式、螺旋式、帶式或類似形式之液體昇送器（第 84.13 節）。
（b）用以選別、篩分、分離、洗滌固態泥土、石料、礦砂或其他礦物料之機械（第 84.74 節）。
（c）旅客登機空橋（第 84.79 節）。
（d）專供或主要供升降、搬運或裝卸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或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第 84.86
節）。
（e）轉盤（第 86.08 節）。
（f）傾卸車（第 87.04 節）。

84.29-自力推動推土機、斜鏟推土機、平土機、整平機、刮土機、鏟土機、挖掘機、鏟斗機、
砸道機及壓路機。
-推土機及斜鏟推土機：
8429.11--履帶式
8429.1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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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9.20-平土機及整平機
8429.30-刮土機
8429.40-砸道機及壓路機
-機動鏟土機，挖掘機及鏟斗機：
8429.51--前端鏟斗機
8429.52--上層結構可作 360 度旋轉之機械
8429.59--其他
本節包括若干挖土、挖掘或壓緊之機器，並將於本節內闡述，且係具有共同事實，即皆為自行推動者。
第 84.30 節註解有關自行推動及多功能機器之規定適用於本節之自行推動機械，包括下列各項：
（A）推土機及斜鏟推土機。由通常為履帶式推進底盤與機前裝設大型推土板所組成，從而構成完整之機械結構。
特別用以清除殘瓦礫及作粗平土地之用。若干類型主要設計供挖土或土面清理之用。
（B）平土機及整平器。其設計可調整之刮鏟者，係供刮平、平整土地之用。刮鏟通常裝於輪之底盤內。
（C）刮土機。其鏟具有鋒利之刃，將表面上之土刮去一層使進入機體或以運送器運走。通常以曳引車拉或推，
曳引機可能為獨立之機器，或裝於該機器之上。
應注意者，本節僅包括以發動機推動及組成完整機械單元之刮土機，例如舖鐵路式刮土機於兩軌道之
間設有刮削刀刃。本節亦包括活節式刮土機，此型由發動機推動機件（或甚僅含單一軸節在內）組成，及
包括裝配有固定鏟刀或附設可移動多只刀具裝置之刮土機。
（D）砸道機，係用以舖路及舖鐵路路基等。（但須參閱第 84.30 節註解前言（a）項關於裝在第八十六章之車輛
上之機器之說明）。
（E）自力推動之壓路機，係用以造路或其他公共設施（例如，供推平地面或滾壓路面）。
此型機器裝有高碳鑄鐵或鋼製之大徑圓筒，圓筒有平滑式或柱齒式，及裝有可深入泥土之金屬腳者（「羊
蹄」型夯土滾輪），或裝有輪及重型實心或充氣之輪胎者。
（F）鏟土機（吊桿、鐵臂或纜型）。此類機器係藉吊桶、起重鉤等供作高於或低於機器本身之水平上挖掘泥土
之用。挖掘工作係由吊桿或鐵臂之頂端直接操作（挖掘鏟、拖曳鏟等），或為擴大工作範圍而在鐵臂（拖
線）上另掛液壓千斤頂。長距離挖掘機（煤渣或泥土挖掘及起重機），其吊桶係用纜操作，行走於隔有相
當距離之兩地間。
（G）多桶型挖掘機，其挖土桶係裝於環鏈或旋轉輪上。此種裝置常裝有運送器，用以卸除挖掘之土，且通常裝
於具有轉輪或置於軌道上之車盤上。特殊型者係用以挖掘或清埋壕溝、排水道、溝渠等，以及用於開放式
（敞坑式）礦場等。
（H）自力推動之鏟斗機。此型分輪式或履帶式兩種機型，前端裝有鏟斗以藉機器之動作抬舉物料，經運送再卸
下者。
若干「鏟斗機」可用以挖掘泥土。機器置於水平位置時，鏟斗可下降至輪面或道路之下以便利施工。
（IJ）裝載機及運送機，係用於礦場。其主要功能為搬運而非輸送，前端裝有吊桶用以抬舉桶裝物料，而卸入機
器本身內者。
本節尚包括裝有活動臂及吊桶之自力推動鏟具裝載機器，而吊桶係裝於機後側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特別係工作用工具（推土板、
鏟斗等），不論是否裝有吊桶及氣動或液壓式圓筒，其適合直接裝於推動基座上者，均一律歸類於第 84.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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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0-土壤、礦物、礦砂用之其他搬動、平土、整平、刮土、挖掘、搗緊、緊壓、抽取或鑽孔
機械；打樁機及起樁機；鏟雪機及吹雪機（＋）。
8430.10-打樁機及起樁機
8430.20-鏟雪機及吹雪機
-煤或岩石開採機及鑿隧道機：
8430.31--自力推動者
8430.39--其他
-其他鑽孔或掘孔機：
8430.41--自力推動者
8430.49--其他
8430.50-其他，自力推動機械
-其他，非自力推動機械：
8430.61-搗緊或緊壓機
8430.69--其他
本節包括機械（第 84.29 節之自力推動機器以及第 84.32 節之農業用、園藝用或森林用之機械等除外）用以「侵
襲」（attacking）地殼者（例如：切割及打碎岩石、土壤、煤塊等：土壤之挖、掘、鑽等用），或整理或壓緊岩
層者（例如：刮土、壓平、分級、搗塞或輾壓等）。亦包括打樁機、起樁機、鏟雪機、吹雪機等。

自走式及其他「活動」機器
一般而言，本節不僅包括固定或穩定之機器，亦包括活動機器（但有部分例外，例如下面所述有關機器按裝
於歸屬第十七類之運輸設備上者），無論是否自力推動者均在內。
本節不包括：
（a）與第八十六章有關之裝於車輛上之機器。
挖掘機等機器如裝於貨車或卡車者，或其型式適合裝於在任何軌距之鐵道網上行駛之車輛上者，歸入
第 86.04 節。鐵路路基用之挖土及篩分機通常裝於貨車或卡車上者即屬於此類機械。反之，推土機等機械雖
裝於卡車或月台上，但不符合真正鐵路車輛之規格者，仍列入本節。自動車輛用於鐵路服務或保養路軌者
歸入第 86.04 節。
（b）與第八十七章有關之曳引機或機動車輛上之機器。
（1）裝於曳引機類型之底座上之機器。
歸入本節之機器之工作用零件（例如準平機之鏟片）有時得裝於牽引車上，主要用以拖曳或推動
另一車輛、應用品或所載貨物，但猶如農用曳引機，得裝配簡單裝置，用以操作工作工具。此等工作
工具均係附屬設備並非經常使用者，通常其重量較輕，且可由使用人自己就地裝配或調換。在此情形，
工作工具若作為組成本節之機器者，仍列入本節；或者，工作工具若為該些機器之零件，即使與曳引
機同時進口者（無論裝或未裝於其上），亦應歸屬第 84.31 節，而曳引機及其操作設備則單獨歸入第
87.01 節。
反之，本節包括自力推進之機器，其所含之推進底盤、操作控制器、工作工具及其推動裝備等係
經特別設計組成一完整之機器單位者。此項規定可適用於與牽引機相似之推動底盤，後者係經特殊設
計、構造或加強裝備上形接一完整之機器，用以作本節所述之一項或多項功能者（挖掘、準平等）。
此種推進底盤如係單獨進口，應視為未完整機器而具有同類完整機器之主要特性者歸入本節。推進底
盤可能歸屬第 84.25 至 84.30 諸節者，因能裝配不同之工作零件，故應根據第十六類類註 3 或應用解釋
準則 3（c）予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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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區別歸入第 87.01 節之曳引車與本章之推進底盤間之更詳盡之標準，可參閱第 87.01 節之註解。
（2）裝於平台貨車或類似之汽車底盤上之機器：
本節之若干機器（例如：打樁機、鑽油井機等）常裝於完整汽車底盤或平台貨車上，而此類底盤
或平台至少含有下述機械主要特徵：推動式引擎、齒輪箱換檔器，及轉向與制動裝置等。此類機器均
應視為特種目的用機動車輛而列入第 87.05 節。
反之，本節包括自力推進之機械，其中裝於輪上之機器箱體內含有一項或多項前述之汽車推動引
擎或控制特徵者。
本節尚包括以輪帶動之自力推進機器，其底盤與工作機器係設計專供互相使用及組成整體機械結
構者。在此情形下，機器不單純只是裝於汽車底盤上，猶如前開第一段所述之機器，但其底盤與機器
完全合併形成一整體者，雖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亦得含有前述汽車所有之主要特徵，仍列於本節。
（c）與第八十九章有關之裝於浮動構造體上之機器。
裝於浮塢或其他浮動構造體上之所有機器（例如挖泥機），不論是否自力推進者，均應列入第八十九
章。

多功能機器
許多機器除可作第 84.29 或 84.30 節所述功能（挖土、準平、鑽洞等）之外，亦可執行第 84.25、84.26、84.27
或 84.28 諸節所述功能（升降、裝貨等）。這些機器應根據第十六類類註 3 或應用解釋準則 3（c）予以分類。例
如挖煤及裝煤兩用機，挖溝及昇降管子兩用機等。
*
* *

本節包括：

(Ⅰ)打樁機及起樁機
打樁機係由重錘組成，通常在高而垂直之引導鐵架上操作。先以機動力將重錘昇起，然後藉地心引力（單動
作機器）或以機械錘力（雙動作機器），將重錘落擊於樁柱上。
本節亦包括起樁機。

(Ⅱ)鏟雪機及吹雪機
第十七類之鏟雪犁與吹雪車附有內裝式設備者不包括在內。但本節包括設計用以推或拖之雪犁（鏟型），
例如，設計裝附於貨車或曳引車上者。

(Ⅲ)抽取、切割、鑽孔機器
此種機械主要用於挖礦、掘井、鑿通隧道、採石、挖泥土等。
（A）碎煤或岩石之機器，用以挖掘煤礦、礦砂等用者。其係以裝有鑿子之棒條或圓盤組成；或常由環形切割之
鏈條環繞鐵臂組成，該鐵臂可調整至適當之水平及切割角度（萬能切割機）。該等機器得裝於自力推進有
輪之底盤上或裝於設有軌道之底盤上，其中若干機器（如切割載貨機）可能體積龐大，並裝設多條切割鏈
與裝於一齊之運送機，用以將切割下之物料運送至外面之運送器，桶等之上。
（B）掘隧道用機械。掘隧道用之盾鏟具有光滑表面及銳利之切割尖端，由液壓千斤頂系統將之向前推入土壤中。
（C）在岩石、煤礦等挖洞鑽孔用機器；及撞擊型切割機。其鑽頭可旋轉作直線切割。但本節不包括用手操作、
氣壓式、液壓式或自備馬達式之工具（第 84.67 節）。
（D）掘井機或鑽孔機。用於開採石油、天然氣或硫磺（法拉西 Frasch 法）等，或在採礦及挖油井之過程中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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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地層樣品，或挖掘自流井等。
此類機器主要之類型有兩種：
（1）旋迴式掘井機。主要設備計有裝有滑輪鉸轤之鐵架塔，附有傳動與控制齒輪之起重鼓輪（牽引裝置），
一具轉環及一具迴轉檯或齒輪。
以動力推動之牽引裝置經由迴轉檯或齒輪轉動鑽管，後者係掛於轉環上。牽引裝置於需要時，亦
可由滑車鉸轤將鑽管昇起或降下。
（2）撞擊式掘井機。係由偏心推動之彎軸樑組成，其上下前後之動作可使螺旋錐繼續不斷地鑽入井之底部。
應予注意者，本節僅包括一種之鑽孔機械。其他顯然不同之機器正常用於該處者即使與鑽孔機同
時進口亦不列於本節。例如：將泥漿、石塊等壓出鑽孔外用之幫浦與壓縮機（第 84.13 或 84.14 節）。
用於發現或開採離岸之油礦或天然氣用之固定平台亦歸入於此分類：而浮動或可浸沈之平台則歸
屬於第 89.05 節。
（E）螺旋鑽機，以手操作或機動者。用以在地上鑽洞（例如，種樹或豎立籬笆之柱子），但不包括第八十二章
中之手工具。
（F）液壓楔，以長形大桶組成，並沿縱長在側面按一定距離裝有若干活塞。使用時將楔置於大桶之裂隙或所鑽
之孔中，用水灌入迫使活塞滑出因而破裂岩石或煤者。
（G）犁煤（岩）機、剝煤（岩）機、等。由切片刀、犁頭、鑿子、楔等組成。沿煤、黏土等之表面加壓切成薄
片，並直接裝於地面之運送器等之上。

(Ⅳ)搗緊或緊壓機
（A）供推或拖用之壓路機。本組包括「羊蹄」（sheep's foot）型夯土滾輪，裝有可深入泥土之金屬腳者；及夯土
滾輪，以一組卡車式重型充氣輪胎組成，裝於共同之軸上。
但本節不包括自力推進壓路機，不論是否裝有「羊蹄」或有充氣或實心輪胎（第 84.29 節）及農業用滾
輪（第 84.32 節）。
（B）搗緊機，用以舖路或舖鐵路路基等，屬非自力推動型者。以手操作之工具不論手動、氣動、液壓或自備馬
達者，均不列於本節（第 84.67 節）。
（C）用以壓實路基兩邊等之機器，多數為氣動者。

(Ⅴ)土壤挖掘、刮土或整平機
本組包括：
（A）第 84.29 節註解所述之挖掘或掘土機器，非自力推進者。
（B）挖泥機（吊桶式或鏟式），類似第 84.29 節之多桶挖土機。
但浮動挖泥機不包括在內（第 89.05 節）。
（C）鐵路路基挖掘及篩分機。主要設備為裝有吊桶之連續鏈，用以挖掘鐵路之路基；亦裝有機械裝置，再以篩
分及卸去壓路石，但關於裝在第八十六章所屬車輛上之機器，可參閱本註解前面（a）段。
（D）裂土機、鬆土機及破土機。裝有切齒，在重新舖路前用以挖鬆頂層上之土壤，破壞舊有路面等。
（E）撇土機，裝有水平吊桿之一種挖土鏟；用以「撇」（skimming）去表面上之泥土。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應歸入第 84.31 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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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
（a）液壓鎗，利用強力噴射水液將礦物（例如金沙）由山側取出者（第 84.24 節）。
（b）農業用滾壓機，由相當長形小直徑之輕型滾壓機組成，在某些情況下，係由小型內燃引擎所推動（第 84.32
節）。
（c）手提動力工具（例如：鑿子、搗緊機及鑽）歸屬第 84.67 節。
（d）在氧氣噴注中藉燃燒鋼鐵所產生之高溫，以切割或剝削岩石或混凝土用之裝置（第 84.79 節）。
。
。。

目註解：
第 8430.31 及 8430.39 目
這些目包括第 84.30 節註解第(Ⅲ)部分之（A）、（B）及（G）三段所述之機器。

84.31-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25 至 84.30 節機械之零件。
8431.10-第 84.25 節機械用者
8431.20-第 84.27 節機械用者
-第 84.28 節機械用者：
8431.31--升降機、吊斗式吊重機或升降梯用者
8431.39--其他
-第 84.26、84.29 或 84.30 節機械用者：
8431.41--吊斗、鏟、起重鉤及握柄
8431.42--推土機或斜鏟推土機鏟刃
8431.43--零件，屬 8430.41 或 8430.49 目之鑽洞或鑽井機械者
8431.49--其他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25 至 84.30 節所屬機
械之零件。
應予注意者，甚多零件因下述原因不列入本節：
（a）已列入其他節者，例如：懸吊彈簧（第 73.20 節）、引擎（第 84.07 或 84.08 節等）及電點火或起動設備（第
85.11 節）。
（b）與機動車輛零件相同之零件，且非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25 至 84.30 節之機械者，應按機動車輛之零件分類
（第 87.08 節）；此尤其適用於車輪及轉向及剎車等之設備。或
（c）升降、搬運或裝卸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或平面顯示器機器之專供或主要用零件（第 84.86 節）。
本節包括：
（1）起重抓斗、吊桶、握柄等，例如裝有環、鉤等之簡單昇降吊桶；底部有較鏈之吊桶；含有兩片連接殼之抓
斗，其殼可合攏以抓取粉狀物料；裝有兩片（含）以上葉片或爪之鉗，用以搬運石、岩石等者。
電磁起重頭，用以搬運廢金屬者亦不屬於本節（第 85.05 節）。
（2）起重機或絞盤用之鼓輪；起重機之鐵臂；高架運輸用之滑車，有鉤爪之起重機、吊桶、金屬盒等；昇降機
用之客廂、檻與平台；自動梯之踏階；昇降機與運送機用之吊桶倉與刮刀之轉鏈；運送機用之支架及鼓輪
或滾輪（無論是否裝有推動馬達者）；振動式運送機或檯用之驅動及阻礙頭；以及昇降機、輕躍式起重機
等用之安全制動機構等。
（3）挖煤機用之挖桿，鏈及起重臂；刮土機、鏟煤犁及剝卸機等用之鏟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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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亦包含壓路機或堆土機之刀片，係裝設於第八十七章車輛供工作工具之用。
（4）旋轉檯、轉環、撇取器、撇取器用軸襯、工具接頭、鑽頭軸鉗、輔助器、鑽管引導軌、停止軸鉗、蜘蛛型
碗、分裂軸襯縫口、樑、轉鐶接頭、鑽嘴、鑽幹及管等之供鑽井機器用者（輪轉式或衝擊式）。
（5）挖土機用之吊桶與爪，多桶型挖土機用之桶梯；機械鏟之起重臂；打樁機用錘。
（6）具有轉輪或放於軌道上之車盤，非自力推進式，裝有迴旋齒輪或其他旋轉裝置者。
纜及鏈之裝有配件（例如：纜夾、環、鉤及彈簧鉤）並隨同使用之機械進口者，應併該機械分類。惟若單獨
進口者，則應歸屬第十五類（通常於第 73.12 或 73.15 節）。纜及鏈未裝有配件而成捲進口者，亦歸屬該類，即使
已切成適當長度，擬安裝於機器（絞車、高架纜車、起重機、用纜操作之牽引機、拖線機及挖掘機等）並與之同
時進口者亦然。
*
* *

本節亦不包括：
（a）傳動或輸送帶或帶狀物，以塑膠製者（第三十九章），以硫化橡膠製者（第 40.10 節），以皮革製者（第 42.05
節）或以紡織材料製者（第 59.10 節）。
（b）吊索（第十一或十五類）。
（c）空心鑽棒與桿（第 72.28 節）。
（d）套管、管及鑽管（第 73.04 至 73.06 節）。
（e）可調整或可自由伸縮之坑道支柱（第 73.08 節）。
（f）起重鉤（第 73.25 或 73.26 節）。
（g）鑽岩石用鑽頭及鑿子、鑽孔用鑽頭、螺絲鑽頭及類似鑽岩石或鑽地用之工具者（第 82.07 節）。
（h）載客及貨物昇降機等用之鎖（第 83.01 節）
（ij）滑輪、滑輪組及軸承殼（第 84.83 節）。

84.32-農業、園藝或林業用土壤整理或耕作機械；草地或運動場地滾壓機。
8432.10-犁
-耙、鬆土機、中耕機、除草機及耙草機：
8432.21--圓盤耙
8432.29--其他
-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
8432.31--免耕直接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
8432.39—其他
-堆肥散佈機及施肥機
8432.41--堆肥散佈機
8432.42--施肥機
8432.80-其他機械
8432.90-零件
本節包括取代手工具用之機器，不論牽引力係何種型式，作下列一種或數種農業、園藝或森林作業之用者：
（Ⅰ）整理土壤以備耕種（清除、破碎、耕耘、犁土、鬆土等）用者。
（Ⅱ）散播或分配肥料，包括以肥料或其他產品以改良土壤用者。
（Ⅲ）種植或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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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種植成長期間土壤之培養或施工用（鋤草、除草、清理等）。
*
* *

歸入本節機器得用動物或車輛拖引（例如牽引車），或裝於車輛上（諸如在牽引車上或用馬拖之車上），（本
文中之「牽引車」包括「腳踩操作之牽引車」。

機器，用牽引車拖曳者，或為裝於牽引車上作為可互相更換之設備者
若干農業、園藝或森林用機器（例如犁及耙），僅供牽引車拖或推用而設計，彼此之間藉接合裝置連繫（不
論有無附有起重機構）。其他機器（例如旋轉式耙草機）則以裝於牽引車上以動力起重之通用機器操作。此類機
器可在田中、森林中或農場上加以裝配及更換。所有此類機器即使與牽引車（不論是否裝配於其上）同時進口者，
仍歸入本節。但牽引車本身應單獨歸入第 87.01 節。
此項相同分類原則通用於另一型之曳引裝置以代替牽引機者（例如可歸屬第 87.04 節者），或裝於腳踩操作
之牽引機驅動軸上之旋轉式耙草機，以代替車輪者。因此，此類機器可作為農具及驅動輪兩者之用，後者係裝載
全部裝置之用。

自力推動之農業、園藝或森林用之機器
這些機器，其牽引部分及機器組成一完整之單位（例如機器動犁）；此等機器應列入本節。
但本節不包括散播肥料等用之卡車。此種卡車應與其他特種機動車輛歸入第 87.05 節。
*
* *

較小型之農業機器設計以人力拉或滾動動者（例如犁、耙、耕種機、鋤、滾筒機及播種機）亦歸入本節。
*
* *

下列多種機器歸屬於本節：
（1）所有土壤作業用犁（諸如模板犁、單犁頭或複犁頭及可倒轉型），下層土犁（通常無模板）及圓盤犁。
（2）主要作犁後碎裂泥土用之耙。有齒之耙其齒裝於堅硬、有關節或鏈網之框架上，有時或裝於鼓輪或滾筒上。
圓盤耙之齒，則由一排或多排裝有切邊之凹形圓盤取代。
（3）鬆土機、耕耘機、除草機及耙草機。犁土後或農作物生長時供工作、除草或平滑泥土之用。此類機器通常
以水平架框組成，上裝數排各種工具（犁頭、圓盤、齒等）。工具得為堅硬或彈性，固定或可移動，有時
可更換者。
（4）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供種子、球根、塊莖、植物等插植於土壤中之用者。係以裝於輪上之箱、漏斗
或其他貯存槽組成，及裝有散播種子之裝置，以及可翻開與重蓋犁溝用之裝置。
本組包括作物之免耕直接播種機、種植機和移植機，指農作物播種無需經過翻土耕作準備。在未經耕
作之土壤直接穿透表面覆蓋物和植物殘體刺穿一個窄槽或孔，並將定量種子釋放在預定的位置和深度。
（5）肥料散播機及施肥機。施肥或施固體肥料（例如：化學肥料、糞等）用之散播機，有時係裝於輪上，通常
則由設有下列各種散播機構之容器組成，諸如：滑動底板、蛇管加料道、環形鏈條，或離心式圓盤等；而
同樣用以散播固體肥料或施肥之輕便型機器，亦歸入本節。
施肥機係將合成肥料或其它合成固態物料均勻地散播於土壤上。堆肥散佈機係肥料（糞）或回收自“動
物排泄物”的植物養份散播於田地上。
可移動之地面拖車，裝有砍刀或散播器等附屬裝置，在卸貨時可作為施肥機者；及拖車型液體肥料散
播器，以裝於輪上之容器組成，通常並有簡單之散播板或槽者，均歸入第 87.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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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動之注射器，用以將液體肥料噴入土中者，亦歸入本節。此類注射器係以中空之長桿組成，肥料
則經由幫浦噴入土壤中。
（6）清除雜草、灌木、前期農作物之桿、根等用之機器。此類機器通常由兩個大輪及裝有切刀片之鼓輪組成。
（7）移石機。與耙類似，但裝有鉤齒，釘成兩排向一個可開口投入之容器集中，以收集石頭者。
（8）滾壓機，主要係用於壓實泥土者。其包括平滑式、波紋形、圓盤形、輪式等型之滾壓機。本節亦包括花園、
草地、運動場、草徑等用之滾壓機。
（9）疏離機（例如甜菜分離機）。供分離幼苗之用；此類機器可為複雜之機器，係由光電裝置控制者。
（10）供修剪植物頂端或發芽用機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上述機器之零件。此等零件尚包括：
犁樑、犁刀、犁頭、模板、犁盤（包括鑽石刀鋒之犁頭、圓盤等）；工具及鐵齒（堅硬或彈性者），鬆土、
耕種或除草機用者；耙用之鐵齒、鼓輪及圓盤；滾筒機之圓筒、切刀及零件；散播機械、施肥、下種、種植或移
植用者；犁頭、鐵齒、圓盤及其他工具供鋤掘機用者。
*
* *

本節不包括：
（a）小鍬、種植機、移植機及類似之手工具（第 82.01 節）。
（b）液體昇送器及液體幫浦（包括裝於農業機械輪上之輪軸幫浦，供噴霧等用者）（第 84.13 節）。
（c）農業、園藝或森林等用機械器具（不論是否以手操作而用以散播或噴射液體或粉末者）（第 84.24 節）。
（d）肥料起重機及其他農業、園藝或森林用起重機械（第 84.28 節）。
（e）鏟斗機及壓路機，自力推進者（第 84.29 節）。
（f）挖土、平土、鑽洞或拔取等機械及非自力推進壓路機（第 81.30 節）。
（g）樹樁搬移器及樹木移植機（第 84.36 節）。
（h）農業用輕便送貨車及車輛（第八十七章）。

84.33-收割機或脫穀機，包括芻草或飼料之打包機；割草機；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清潔、
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第 84.37 節之機械除外。
-草坪、公園或運動場用割草機：
8433.11--動力水平旋轉割切者
8433.19--其他
8433.20-其他割草機，包括牽引車裝置之切割棒
8433.30-其他乾草製造機
8433.40-芻草或飼料打包機，包括收集打包機
-其他收割機；脫粒機：
8433.51--收割、脫粒聯合機
8433.52--其他脫粒機
8433.53--根或莖收割機
8433.59--其他
8433.60-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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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3.90-零件
本節包括各種機器，用以取代手工具而以機械力操作下述各種工作者：
（A）農作物之收穫（例如：收割、搬抬農作物、收集、採摘、脫穀、捆紮或打包等）。割秣或割草機、壓草機
及壓秣機亦屬於本節。
（B）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之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第 84.37 節之機械除外。
第 84.32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例如關於裝有收割、脫穀、除草或其他可更換附屬物之
曳引車及機動耙等。

(A)收割機或脫粒機，包括芻草和飼料打包機；割草機或割秣機
這些機器：
（1）草地割草機，不論是否以手操作或馬達驅動者。該等機器得具有切割棒猶如農業用切割機，及旋轉式刀具
或圓盤；前者配合水平固定刀片以切割草料，後者盤緣裝有刀具以利旋切。
（2）割草機（包括馬達割草機），用以割乾草等者。該等機器係由水平切割棒組成，而利用齒形刀在割切棒之
指狀物間之振動作用以切割草料；或得由旋轉圓盤或輪鼓外緣裝設刀具組成者。
（3）割切機，裝有可將所創之農作物橫過田中舖排成行者（切割舖排機及切割調節機）。
（4）攤草機（例如裝有昇降叉或鼓輪者）。
（5）乾草耙，通常含有一排可旋轉之半圓形齒，而能自動昇高者。
（6）攤草耙、舖排耙、打包耙。
（7）採集及包紮遺留在田中之乾草或稻草用之採集打包機。
（8）收割及打穀混合機。此類機器可連續地用以將穀物收割、脫穀、清淨及打包者。
（9）玉米切割機、採集機、收割機及去穀機。
（10）永久裝於收割設備上之自行裝載之曳引車，供切割、切斷與輸送草料、玉米等用者。
（11）棉花採集機。
（12）亞麻採集機。
（13）葡萄收成機（曳引式或自力推動式）。
（14）蔬菜收成機（供豆類、蕃茄等用者）。
（15）馬鈴薯挖掘機（例如：犁頭、叉及晒炙架）。
（16）剪根機、拔根機及收割機，供甜菜及類似之球根農作物之用者。
（17）糧草收割機。
（18）樹枝搖動器。
（19）供其他農業產品（如油子等）用之收割機。
（20）脫穀機。本節亦包括自動打穀機之輸送器，不論是否分開進口者（例如：輔助機器，設計用以將稻束攤開
及分散，以確保打穀機有正常之供料）。
（21）玉米穗軸除葉機；玉米脫粒機。
本節亦包括割草機，又謂騎乘式割草機，由裝設三或四只輪子之機器及附設駕駛座及固設刀具等組成，亦即
刀具僅用以修理或維護時予以拆開者。此類機器主要功能因用以草地切割，即使具有可拉或推動之輕便配件諸如
曳引機之耦合裝置，仍歸屬本節。
但本節不包括輕便型機器，例如供牆上、牆緣或樹叢下以削草、切草之用者。此類機器，其金屬架構上裝有
自備內燃引擎，或於金屬手柄上裝設電氣馬達及切割裝置者，應歸屬第 84.67 節。而該切割裝置通常由尼龍薄齒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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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供蛋類、水果或其他農產品之潔淨、分類或分級用機器
本節亦包括各種機器，不論屬於園藝、農業或工業型者，依照大小、形狀、重量等，將蛋類、水果、馬鈴薯、
電氣操作（例如，光
電測驗器及分級器），甚或裝配輔助裝置（例如，蛋試驗器或產品標誌器）者，仍歸入本節。
但供種子、穀粒或豆類植物等之潔淨、篩選或分級用之機器者除外（第 84.37 節）。
*
* *

屬於本節之若干類型之機器（例如：收割機、混合機、脫穀機、採集打包機、打包壓榨機及分級機），常配
有輔助器具用以升降、搬運、輸送等（例如：輸送帶、稻草包及草之起重機及吊桶鍵）；這些輔助器具如與機器
同時進口者，則按機器分類。但單獨進口者，則歸屬第 84.28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
供割草機或收割機用之切刀棒、工具升降機構及機械手；用以傳輸割草機或切草刀具搖擺作動之連接桿；供
農作物收割及捆紮機器用之分離機、均分器、耙、平台、及打包機構；供聯合收割機及脫穀機用之舖排用附屬物、
切刀板、攪拌器、反攪拌器、震動器、脫草器等；供馬鈴薯或其他球根農作物起重機用之犁頭、鐵齒、叉、及其
他工具；供乾草攤開機用之鼓輪及叉；供耙用之鐵齒及起重機栻用品；收集機或打包機用之採集耙；供收集機器
或壓草（秣）機用之採取耙。
*
* *

本節不包括：
（a）供割草機用之切刀片及切刀片斷（第 82.08 節）。
（b）稻草束、草或袋用之吊重機；「飛吹型」（blower type）秣或乾草用之昇降機；吊桶型或氣壓型穀物昇降機；
農業用起重機或其他裝貨、起重、搬運或傳送道之機器（第 84.26 或 84.28 節）。
（c）植物傾倒或拔除用機械及農場型稻草切割機、植物根切片機、穀物磨粉機及蛋類測驗器（第 84.36 節）。
（d）第 84.37 節之用以潔淨、分類或分級種子、穀物或豆類植物等之機器及專供糧食磨粉用工業之機械。
（e）軋棉機（第 84.45 節）。
（f）菸葉剝除或切割用之機器（第 84.78 節）。

84.34-擠乳機及乳品機械。
8434.10-擠乳機
8434.20-乳品機械
8434.90-零件
本節包括機械擠乳機及其他機械，用以處理乳品或將乳品製成其他乳酪產品，而不論其為農場用或工業用者。

(Ⅰ) 擠乳機
擠乳機器包括一串奶頭杯（每個均裝有橡膠襯墊），藉易彎曲之管，在一邊通過震動器連接於真空幫浦上，
另一邊則連接於奶桶上（通常係不鏽鋼製）。震動器則裝於奶桶之蓋上，由大氣之壓力及杯與襯墊間產生之相當
真空在奶頭杯上操作。此項由成串之奶頭杯震動器及乳桶所組合者稱為「擠乳桶」（milking pail）。
某些容量較小之機器，擠乳桶及真空幫浦得裝於同一基座上（單桶或雙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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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量較大之機器則各組件通常分開；另有數目不定之擠乳桶以管連接於真空幫浦上。又有若干類型者不具牛
乳桶；而乳品係沿管道（通常為固定型）自奶頭杯直接通至冷卻器具或儲存箱中。此類型包括擠乳機器人，即全
自動擠乳系統。這系統結合所有自動擠乳之必須設備，主要有一輕便之機械臂、電控裝置、真空泵、空氣壓縮機、
一清洗機器及牛乳計量器等，設計讓乳牛主動接受擠乳。每一乳牛配戴有一裝有詢答器之頸圈能加以辨認，如此
這系統就能確認其是否需接受擠乳。擠乳係由機械臂上的雷射輔助視感系統導引擠乳裝置至牛之乳頭上進行。
此等機件之各種組件如同時進口，叮視為構成第十六類類註四（見該類註總則）規定之功能單元者歸入本節。
惟對擠乳功能並無直接作用之器具及用具（諸如過濾器、冷卻裝置、儲藏箱、潔淨奶頭杯及管道器具等）不屬於
本節，而應歸入其適當之各節。

(Ⅱ) 奶品加工機
本組包括均質器。此類機器係用以擊碎脂肪成較易消化之小粒，又能使其較長時間保持乳狀而不結成奶油。
但大部分乳品加工機主要係利用溫度之變化，故不列入本節（第 84.19 節），例如，高溫殺菌器、消毒器；
供奶品冷凝或乾化用之用具；牛奶冷卻器。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冷凍器具（不論是否專為冷藏或保存奶品而設計者），及配有冷凍機蒸發器之用以奶品冷藏之大桶者（第
84.18 節）。
（b）奶脂分離機、過濾壓榨機及其他過濾或澄清機械或用具（第 84.21 節）（但簡單之過濾漏斗及奶品濾器係按
其組成材料分類）。
（c）清洗奶品之容器、奶品裝瓶機或裝罐機用之機器（第 84.22 節）。

(Ⅲ) 將奶品變成其他乳產品之機器
應注意者，乳脂分離器不包括在內（第 84.21 節）。但本節包括用以製造奶油或乾酪之機器。它們包括：
（A）奶油製造機。
（1）攪奶器，通常以不銹鋼桶組成，內含有若干隔板或葉片。桶或葉片以馬達操作使其旋轉，其結果致使乳
酪變硬，逐漸變成奶油。
（2）攪乳及奶油加工之聯合機器，此種機器係用於連續製造奶油，其組成主要含有一電動馬達所驅動之快速
轉動圓桶，其能將乳酪轉變成奶油，奶油經由機器加工元件之擠壓而成為全長連續不斷之製品。
（3）將奶油塑造成商業上所需形狀之機器，但不包括亦可用以包裝或稱重產品者（第 84.22 及 84.23 節）。
（B）乾酪製造機。
（1）製造軟質或膏狀之乾酪時用以攪碎及調勻凝乳及乳酪混合物之機器。
（2）全硬、半硬和軟質或膏狀之乾酪之模塑機器，但不包括亦可用以包裝或過磅乳製品者（第 84.22 及 84.23
節）。
（3）乾酪壓榨器（例如機械、氣壓等型之壓榨器），主要用於製造較硬之乾酪以供產品之成型及除去多餘之
水份兩者之用。
*
* *

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乳品工業用之甚多機器及用具。例如：儲存、熟化、加工等用之大桶及槽，其操作主
要須持憑第 84.18 或 84.19 節之加熱或冷卻設備，不論是否亦配有機械裝配如攪動器者。凡桶器未裝配加熱或冷卻
設備，但配有機械裝置，如攪動器、攪拌器、傾倒機構等，若可識別為乳品專用者，應歸屬本節。如不能識別為
專供任何用途者，應歸人第 84.79 節。凡未裝加熱或機械設備之桶等，則按其組成材料分類（例如：第 73.09、73.10、
74.19、76.11 或 76.12 諸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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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
桶、蓋、震動器、奶頭杯及配件（橡膠襯墊除外──第 40.16 節），供擠乳機器用者；奶油攪拌桶；奶油工
作器用之滾筒及檯；供模塑乳餅機器用之模具。
*
* *

本節不包括歸入第 82.10 或 85.09 節之家用用具。

84.35-製酒、製飲料、製果汁或類似飲料之壓榨機、軋碎機及類似機械。
8435.10-機械
8435.90-零件
本節包括農業及工業用之機器，供製酒、製蘋果酒、製梨酒、製果汁或類似飲料用者，不論是否經發酵者。
本節亦包括使用在餐廳或類似機構場所，供商業用之某類機器。
本節尚包括：
（A）果汁抽取機，以手或動力操作者。供製造不擬發酵之果汁用（例如：柑桔屬、桃子、杏仁、鳳梨、草莓、
或蕃茄等之果汁）。
（B）蘋果或梨軋碎機，以手或動力操作；由漏斗組成，用以輸送水果至軋破用之機構或軋碎用之圓筒內。
（C）機械或液壓式製飲料用壓榨機，包括裝於輪轉手推車上之「移動式」壓榨機。
（D）葡萄壓榨及軋碎用機器，例如：
（1）葡萄軟碎機。這些機器通常含有兩個具有溝構之圓筒或一個裝有打擊器之單圓筒，用以自葡萄中抽取
果汁至發酵之桶中者。
（2）分離葡萄汁（新鮮汁）與剛剛壓榨之葡萄莖之機器。這些機器通常包括裝有旋轉打擊器之穿孔容器。
若干型式者可作壓榨及除莖兩用。
（3）壓榨機，用以抽取留於已軋碎及過濾之葡萄肉內之果汁者，或自發酵大桶之渣滓內抽取果汁者。主要
有兩種型式：
（i） 非連續式之機械或液壓壓榨機。其中之壓榨用頭在可互換之「格子細工籠」（claie）內軋碎果肉，
籠則由設計用以收集果汁之碟形容器予以支持。本節包括龍門型液壓壓榨機，其相繼而至之「容
器」（maies）（通常裝於手推車上）可用以充填果汁。
（ii）連續式壓榨機，其中之環形螺旋機構則將葡萄運送至機器中並予以軋碎。
（E）軋碎或分解機，裝有鐵齒之圓筒或旋轉刀片，於進一步榨取果汁前用以碎裂果渣餅者。
供果汁、葡萄酒、蘋果酒、梨子酒等加工用之機器則不包括在內，例如：
（a）冷卻器、消毒器、高溫殺茵器及凝聚裝置（第 84.19 節）。
（b）離心機、過濾壓榨機、及其他過濾或淨化機械或工廠裝置（第 84.21 節），（但簡單之過濾漏斗則按
其組成之物質分類）。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貨品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
抽取果汁用之軋碎圓筒；蘋果軋碎機用之有齒圓筒及軋碎；葡萄壓榨機或除莖機用之圓筒；酒類壓榨機用裝
果肉容器（claies）及壓榨基板果汁收集器（maies）；酒類壓榨機用之螺絲頭、壓榨板及框架；果渣餅軋碎機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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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鐵齒圓筒及刀片等。
*
* *

本節亦不包括：
（a）屬於第 44.19、82.10 或 85.09 等節之各型壓果汁器者。
（b）酒、水果汁、蘋果酒等用之泵，即使是特別製造者（第 84.13 節）。
（c）分離葡萄酒及果渣用之離心式分離器（第 84.21 節）。
（d）屬於第 84.22 節之裝瓶、裝塞及其他機器，包括清洗大桶等用之蒸汽噴射器。
（e）水果輸送器（第 84.26 或 84.28 節）。
（f）水果去皮、削皮或除核用之機器（第 84.38 節）。

84.36-其他農業、園藝、林業、家禽飼養或養蜂用機器，包括裝有機械或加溫裝置之發芽設備
；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
8436.10-動物飼料調配機械
-家禽飼養機；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
8436.21--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
8436.29--其他
8436.80-其他機械
-零件：
8436.91--家禽飼養機械或家禽孵卵器及育雛器用
8436.99--其他
本節包括不歸入第 84.32 至 84.35 節之機器，而其類型係屬於農場（包括農業學校，合作社或試驗場所）、林
場、園藝市場、家禽飼養場或養蜂場等用者。但不包括設計明顯供工業用之機器。

(Ⅰ) 其他農業、園藝或林業用機器；植物發芽用設備
這些包括：
（A）種子撒粉機，通常含有一個或更多之漏斗，傳送至旋轉之金屬圓筒中，將種子外塗殺蟲粉或殺菌粉。
但本節不包括粉末噴霧機（第 84.24 節）。
（B）肥料軋碎機或混合機。
（C）葡萄籐及果樹等之割枝機。
（D）籬笆切割機。
（E）調製飼料等用之機器及應用品，諸如：
（1）油餅擊碎器。
（2）白菜割切機及割切綠葉蔬菜之其他機器。
（3）甜菜、蘿蔔、胡蘿蔔、秣草等之根部切殊片機或軋碎機。
（4）草、秣草及儲藏之草料割切機，不論是否裝有傳送帶之用以運送秣草至儲藏庫者。
（5）調製燕麥、大麥等作為飼料用之軋碎機。
（6）研磨小麥、玉米、大麥及其他飼料用之農場通用型機器，以及農場用磨麵粉機。
（7）飼料混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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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供牛、馬、豬等用之自動水槽，例如裝有活葉板之金屬盆，當該板被動物之口鼻等壓下時，即有水流出。
（G）動物用之機械剪刀。
通常用手操作之髮剪則除外（第 82.14 或 85.10 節）。
（H）林業用機器，諸如：
（1）樹木拔根機，設有顎夾以抓緊樹幹，藉液壓千斤頂之作用拔取樹根者。
（2）砍樹用機器，裝有液壓剪刀或鋸及樹木砍倒器及伸縮吊桿等構件，不論是否裝配有傾斜及彎曲用裝置
或裝有搬運及堆積樹幹用之抓揪器者，而砍樹機裝於曳引車上犁操作用以切割樹根，及伸縮吊桿用以
增大曳引車之牽動力者。
（3）移植器，裝有移植球根用刀具，及可作短距離運送樹木者。
（4）樹樁移離機，利用裝有刀具之圓盤，將地下若干深度之樹樁予以擊碎者。
（5）機器供修剪、分叉樹枝等作業後，藉用切刀而削割旁枝、細枝等用者。其所切木屑則由鼓風機吹出。
（IJ）發芽用器具（例如「發芽機」），如配有機械裝置（例如：幫浦、馬達或電扇）或加溫設備者 。但未裝有
此類設備之簡單箱匣除外（依照其組成材料歸類）。
本節不包括：
（a）球根切片機、稻草割切機等之刀片及刀（第 82.08 節）。
（b）藉溫度變化而操作之機器及工廠設備（第 84.19 節）。例如：第 84.19 節包括牧草乾燥機及馬鈴薯、飼料等
用之壓煮器等；但發芽設備、孵卵器及有加溫設備之育雛器仍屬本節。
（c）液體或粉末之注射、散播、噴霧用之機具（第 84.24 節）。
（d）氣壓或「風箱」型升降機；拔根、拖拉或裝載樹木、木材等用之絞盤；及其他吊重機、搬運或輸送設備（第
84.25、84.26 或 84.28 節）。
（e）植樹用之鑿洞機；推土機及帶有翻土用角型鐵板之推土機，供推土或清除用者（第 84.29 或 84.30 節）。
（f）工業用甜菜切片機（第 84.38 節）。
（g）木屑切割機器（第 84.39 節）。
（h）水注式樹皮剝削器（第 84.24 節）及樹木剝皮機（第 84.65 或 84.79 節）。
（ij）木材加工用之工具機（第 84.65 或 84.67 節）。
（k）馬或牛用之真空吸塵器型之清潔用具（第 85.08 節）。
（l）專供拖拉木材用之曳引車（木材滑橇）（第 87.01 節）。
（m）哺育小牛用之機械輔助裝置（第 90.18 節）。
（n）防雹槍（第 93.03 節）。

(Ⅱ) 家禽飼養機、孵卵器及育雛器
這些包括：
（A）孵卵器，此機器能轉動已置蛋之托盤，且對環境中溫度、氣流及溼度具有精準控制。此機器也可連接至與
個人資料處理機鏈接之控制系統來運作，如此得以確保孵化之情形良好。有些孵卵器稱為孵蛋聯合機，係
含有孵化器功能。
（B）孵化器，此機器附有溫度控制和空氣循環裝置，蛋係放置於籃子或托盤上孵化。
（C）育雛器，係附有冷、熱控制裝置之較大器具，用以飼養小雞者。
（D）飼養及產卵儀器或「排架式雞籠」，屬大型設備，並裝有自動裝置以充填飼料盆，清理地板及收集雞蛋。
（E）雞蛋用燭台（或測驗器），裝有機械設備者（包括光電測驗器），而靜電測驗燈除外。
但配有分類或分級機構者不包括在內（第 84.33 節）。
（F）性別區分和疫苗接種器具，供孵化場分辨小雞性別和疫苗之接種。此機器並非設計供獸醫師使用。
本節不包括以裝箱為主要功能，計數僅係其次要功能之依事先準備規格化之箱盒，將一定數目之小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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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於箱盒內之自動計數裝箱系統（第 84.22 節）。

(Ⅲ) 養蜂用機器
這些包括：
（A）蜂蜜壓榨機。
（B）將蠟製成蜂巢基層之機器。
本節不包括：
（a）蜂窩，依照其組成之材料分類（通常為第 44.21 節）。
（b）重熔蜂巢用之熱水槽，包括裝有壓榨螺旋者（第 84.19 節）。
（c）離心式蜂蜜萃取機（第 84.21 節）。
（d）屬於第 84.24 節之液體或粉末噴霧器或噴煙霧器具。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上述機器之零件。

84.37-種子、穀物或乾豆類植物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磨粉工業機械或用於穀類或乾豆類
植物之作業機械，不包括農田用機械。
8437.10-種子、穀類或乾豆類植物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
8437.80-其他機器
8437.90-零件

(Ⅰ) 種子、穀類或乾豆類植物清潔、分類或分級用機器
本節包括利用簸揚、打擊、篩分等作業以潔淨、篩選或分級穀類、乾豆類植物、種子等用之機器，不論是否
為園藝、農業或工業等用型與否，均列入於此。此等機器計包括：
（1）簸榖機，由進料漏斗、鼓風箱及篩分器（通常係振動式）組成。
（2）分級簸揚器、旋轉簸揚器及種子或榖物挑選器，較複雜之機型可按種子或榖物之重量、大小或形狀以氣流
加以潔淨及分級。若干種子挑選器設有附屬裝置，用以將殺蟲粉末覆蓋於種子上者。
（3）篩帶，常用以潔淨甜菜種子，其由一系列滾筒組成，可使給料漏斗下方之環形傾斜帶實施運轉。種子則經
帶底端自由地篩滾，而殘餘經小之植物則黏著於覆有絨布皮帶上。
（4）供種植用種子之挑選及分級用之特殊機器。
本節亦包括用於磨粉工業將穀類於研磨前施行潔淨、篩選或分級用之機械。若干此類機器係根據前述之農場
用簸揚機、篩分機及分級機同一原理操作，但係設計作較大產量及專供磨粉工業用者，例如：
（1）潔淨榖物用之旋風分離機。
（2）潔淨及分級機器，由旋轉之袋形鼓狀或穿孔之鼓狀物操作者。
（3）裝有振動篩之吸引分離器。
（4）分離機及分級機，屬磁性或電磁型者。
（5）洗滌、消除砂石及「噓」（whizzing）機，不論是否裝有輔助烘乾圓柱者。
（6）榖物洗刷機。
（7）榖物潤濕機，不論是否裝有保溫或過磅器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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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聯合機，同時可作潔淨、分類及分級之用者，包括裝有電磁分離裝置者。

(Ⅱ) 磨粉工業用機器
除研磨前供潔淨、篩選或分級用之機械（見前述(Ⅰ)項）之外，本節包括下列用於磨粉工業之機械：
（A）研磨前供混合或調製榖物用之機器，例如：
（1）將定量榖物混合用之機器。
（2）榖物洗滌機，由裝有長釘之鼓狀物組成，面對橡膠圓筒轉動，以消除較膀軟之榖粒。
但本節不包括：
（a）藉溫度變化而操作之工廠設備（第 84.19 節）。例如，第 84.19 節包括此等烘乾或冷卻用塔，但裝有加
溫設備之榖物潤濕機仍歸屬本節。
（b）離心脫水機（第 84.21 節）。
（c）輸送機及昇降機（例如，屬於吊桶型、帶型或氣吸型者）（第 84.28 節）。
（B）研磨及軋碎機，例如：
（1）磨研機。
（2）「打碎」（breaking）滾筒或磨粉機，由數組具有溝紋之滾筒組成。滾筒有時可在內部予以冷卻，用以
軋碎榖物使成帶麩之粗麥粉、粗麥粉及細麵粉。
（3）減速滾筒或磨粉機，裝有較平滑之滾筒，特別設計用以將帶麩之粗麥粉、粗麥粉等磨成細麥粉者。
（4）分解機或衝擊磨粉機，用以將粗粉磨成細粉者；該粗粉等，係在上述之加工過程時黏附於磨粉機或轉
轤滾筒上者。
（5）裝料機，設計用以確保穀類經常不斷及均勻地流入軋碎用之滾筒內之機器。
本節亦不包括小型農用之磨粉機（第 84.36 節）。
（C）供粗粉或帶麩之粗粉與細麵粉分類及分離用之機械。
本組包括將磨粉機產生之細粉、粗粉、帶麩之粗麥粉及細麵粉予以分離之機器。
完成此一分離工作，必須由下列各類型之機器以一連串之動作連續進行：
（1）篩分機（bolters），將細粉自粗碾之榖及粗粉中分離之用。離心篩分機（或「搖動機」），以鼓筒組
成，內部裝有打擊棒，外部覆有各種大小網眼之金屬紗。振動篩分機以自由搖動之重疊細眼篩網及收
集盤組成。
（2）細眼篩分機或「淨化器」。這些機器係將帶麩之粗麥粉分級之用，並以氣流通過擺動細篩吹去麥麩。
（3）麩糠清潔器。
（4）榖粉、麩糠等摻合機；榖粉添加維他命用機器。
但本節不包括：
（a）榖粉乾燥機（第 84.19 節）。
（b）空氣過濾機及「旋風式除塵機」，用以自分類機或細篩機之廢氣中抽取塵埃者（第 84.21 節）。
（c）「抽取記錄機」，用以記錄榖粉之抽取率者，及其他歸入第九十章之粉末測驗器。

(Ⅲ) 用於穀類或乾豆類植物之作業機械
歸入本節之分類、分級等機器一般專供磨粉工業用者（見上述(Ⅰ)項）。
本節包括：
（1）榖物或乾豆科植物去殼用機。
（2）糙米皮或碾白機。
（3）乾豌豆、扁豆、或大豆分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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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製輾麥或燕麥片等用之機器，不論是否配有輔助加溫裝置者。
（5）磨製穀類（麵包用榖除外，參見上述(Ⅰ)項）或乾豆科植物而成麵粉之專用磨粉機及研磨機。
（6）「打碎」機及「剪斷」機，設計用以除去大麥或燕麥榖物之麥芒或麥尖者。
本節此部分不包括：
（a）利用溫度變化操作之機器或工廠設備（例如：蒸汽機、乾燥器具或烘烤設備，用以爆烤榖物者；製麥芽糖、
烤麵包等用之工廠設備）（第 84.19 節）。
（b）除製造麵粉階段以外之加工機器（例如：糕餅或麵包、蜜餞、通心粉等製造機）（第 84.38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
糧食磨粉工業用之細篩及篩架（篩網布除外，不論是已製成者－第 59.11 節）；混合或分離用之圓筒；糧食
磨粉用滾筒；或轉化器等。
但磨石則不包括在內（第 68.04 節）。

84.38-本章未列名用於食品或飲料工業之加工或製造機器，不包括動植物油脂或油之萃取機。
8438.10-糕餅機及製造通心粉、麵條或類似品之機械
8438.20-製造糖食、可可或巧克力之機械
8438.30-製糖機械
8438.40-釀酒機械
8438.50-肉或家禽加工機械
8438.60-水果、堅果或蔬菜加工機械
8438.80-其他機械
8438.90-零件
本節包括未列入本章其他節而供工業上食品或飲料之調製或製造用之機械（不論是否即時供消費或保藏用
者，或供人或畜食用者），但不包括動物性或植物性脂肪或油脂之抽取或製造用之機械（第 84.79 節）。本節亦
包括使用在餐廳或類似場所供工業或商業用之某類機器。
應注意者，作此種用途之甚多機器，實務上則不歸入本節，例如：
（a）家用用具（例如，碎肉機及切麵包機）歸入第 82.10 或 85.09 節者。
（b）工業用或實驗室用烘烤箱（第 84.17 或 85.14 節）。
（c）烹煮、烘烤、蒸煮等用之機器及設備（第 84.19 節）。
（d）離心式分離機及過濾器（第 84.21 節）。
（e）裝瓶、裝罐、包裝等機（第 84.22 節）。
（f）製粉工業用機械（第 84.37 節）。

(Ⅰ) 糕餅機
此等機器係用以烘裝麵包、餅乾、餡餅、糕點等。包括有：
（1）麵糰或餡餅搓捏機。主要係以旋轉或固定之容器組成，裝有固定或活動之臂或翼漿，用以搓捏麵糰。若干
高速搓捏器，常配有冷卻用外套。
（2）生麵糰分割機，由容器組成，生麵糰經由漏斗送入容器內以機械等分成若干塊，其大小均相等。這些機器
有時裝有量秤或捲滾生麵糰用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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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形機，係用以將已分割之生麵糰予以成形，以備烘焙。
（4）麵包、糕點等切片機。
（5）乾麵包軋碎機。
（6）餅乾、糕餅等之切割、成形、鋸或填塞用之機器。
（7）糕餅放置機，係放置定量之糕餅餡於成形之糕餅中用者。
本節不包括：
（a）烤麵包爐（第 84.17 或 85.14 節）。
（b）第 84.20 節之餡餅滾軋機。

(Ⅱ) 製造通心粉、麵條或類似品之機械
本組包括：
（1）調製通心粉糊用之混合機。
（2）切割或壓印機，用以將滾軋成張之餡餅切成或壓成特別之形狀者；此種機器，經常配有滾軋餡餅之設備。
（3）通心粉、麵條等用之連續擠壓機。文字、圖案及其他特別之形狀，均可經由附設適當之成形印模之擠壓機
壓擠而成；然後以裝於模盤外面之迴旋刀將生麵糰切成所需之厚度。
（4）餛飩等填餡餅用之機器。
（5）將成束通心粉、粉絲等扭絞用之機器。
本節不包括：
（a）通心粉之預乾或乾燥機（第 84.19 節）。
（b）將通心粉糰、餡餅等滾軋成張之機器（第 84.20 節）。

(Ⅲ) 製造糖食之機械
本組包括：
（1）調製冰糖用之研磨機或軋碎機。
（2）甜點拌合機。通常主要係由容器組成，並附裝有機械攪拌器或研磨器；且常附設加熱或冷卻用線圈或外箱。
（3）「拖拉」機。以曲柄型旋轉桿搓捏可塑造之糖混合物之用者。
（4）糖果外包糖衣用之淺盤。係由銅或玻璃製之半球型淺盤組成。淺盤在斜形之軸上旋轉，因此堅硬之核心（例
如杏仁），即由糖、巧克力等加以塗佈。本節所屬之淺盤，不論用外來之熱源加熱者（熱風輸送器、獨立
瓦斯燃燒器等），或者淺盤本身附裝加熱設備者均在內。
（5）甜點模造、切割或成形用機。
本節不包括製糖之鍋爐或其他加熱裝置（見第 84.19 節）或冷卻設備（第 84.18 或 84.19 節）。

(Ⅳ) 製造可可或巧克力之機械
本組包括：
（1）去皮、除芽或將烘烤之豆類軋碎成「可可豆碎片」（nibs）用之機器。
（2）將軋碎之豆經摻和、搓捏及研磨成糊漿，而得「可可麵糰」（cocoa mass）之機器。
（3）自「可可麵糰」提取可可油之壓榨機。這些機器均裝有糊漿加熱設備，以便利提取油脂。
（4） 研磨抽取可可油後所留之餅狀物，將之調製成可可粉用之機器。通常此種機器亦可用以將可可篩分或分級。
有時可可粉與其他產品混合，以改進其香味及溶解度。
（5）混合可可油、可可粉、糖等用之機器。常裝有計量混合物用之設備。
（6）滾軋及精煉混合物用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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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半圓型器（Conches）。主要以容器組成，裝有加熱裝置及機動滾輪、研磨器等。因此混合物之成分得以完
全混合以及加熱處理。
（8）在塑製巧克力之前，將其調勻及按一定大小將之壓、擠而出之機器。
（9）成片及成型用機器，通常附裝振動器，在灌注部分亦常含有加熱設備，及模型冷卻裝置者。
（10）穿衣機，主要係由傳送帶組成，傳送餅乾、糖食及其他作為中心之物料，於通過巧克力或糖食之噴霧或熔
化池時而塗佈於其上之用者。這些機器通常裝有加熱設備。

(Ⅴ) 製糖機械
抽取糖汁用機器之形式，須視自甘蔗抑自甜菜內抽取而定。但用以自汁液中抽取糖之機器均大致相同。
（A）自甘蔗中抽取汁液之機器，例如：
（1）切割機或纖維分離機，由一組雙鋒刀組成，能高速旋轉致使甘蔗分解成長纖維者。
（2）甘蔗撕條機，甘蔗通過有齒刀之滾輪，該滾輪以不同速度旋轉而將甘蔗撕成細條者。
（3）軋碎機，主要係由可調節之波紋形金屬滾輪所組成。有些機器係將撕條與軋碎工作合併進行。
（4）滾轉磨粉機，通常係由一系列已挖槽溝之滾轉輪所組成，供軋碎之甘蔗中抽取糖汁之用者。其通常裝
有給料與傳送機械；及噴水裝置，俾便向滾動之甘蔗噴水；以及侵化設備。
（B）自甜菜中提取汁液之機器，例如：
（1）洗滌機，由攪動器或類似機構組成，而於大型溝渠、槽等內操作者。
（2）切片機。可能為大圓筒形容器，其底部係由裝有切割刀之轉動盤組成，或由轉動鼓輪組成，而鼓輪內
部之表面裝有刀具，甜菜則用特別設計之導板或離心力向刀具投射而予以切割。
（3）分散器，即自切成片之甜菜內用滲透法抽取汁液之器具。每組分散器由一「加熱器」（熱法浸提器）
及一大型分散槽組成。加熱器內之水係由蒸汽線圈予以加熱，而在分散槽中則用熱水自甜菜碎片中抽
取糖汁。本節亦包括單獨進口之分散槽。但單獨進口之加熱器除外（第 84.19 節）。
（4）漿狀擠壓機。
（C）自汁液內用以淬提糖之機器或糖之精製機，例如：
（1）亞硫酸鹽容器，如裝有機械攪動器者歸入本節，但不包括裝有加熱裝置者（第 84.19 節）。
（2）附有慢速攪拌器之結晶裝置。將出自濃縮器之糖漿糰在此裝置內由周圍之空氣予以冷卻，換言之，即
在該裝置內進行及完成結晶者。
（3）將糖鋸開或碎裂成塊狀等用之機器。
本節不包括：
（a）澄清用容器、汁液濃縮機、真空煮沸盤或結晶盤及歸入第 84.19 節之其他機器。
（b）離心式分離機以及濾壓機（第 84.21 節）。

(Ⅵ) 釀酒機械
本組包括：
（1）發芽或長芽機，附有慢速攪拌器、旋轉鼓輪、或類似機具者。
（2）轉動圓筒及篩分機，該圓筒用以去除經燒焙之麥芽之芽者。
（3）麥芽壓碎機。
（4）麥芽搗碎成糊狀用之大桶，如附有機械攪動器等但無加熱設備者。在桶內已經壓碎之麥芽，加水搗碎，使
所含之澱粉轉化為糖（糖化作用）。
（5）過濾桶。大型容器，附有攪拌器或攪動器以及多孔雙層底，用以分離酒槽與正在發酵之麥芽汁者。
本節尚包括第十六類類註 4 含義內之功能單元，釀酒用機械，亦含有發芽或長芽機、麥芽壓碎機、麥芽搗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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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糊狀之大桶、及過濾桶等。但輔助器具（例如：裝瓶機、黏標籤機）則不包括在此，而應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
（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
本組不包括：
（a）發酵桶，未裝機械或冷卻設備者；此類應依其構成材料分類。
（b）麥芽乾燥器；浸化器及搗碎桶，裝有加熱設備者；容器，用以抽取忽布花精者或用以煮沸忽布花精與發芽
之麥芽者（第 84.19 節）；發酵器，裝有冷卻螺形管及啤酒冷卻器者（第 84.18 或 84.19 節）。
（c）濾壓機（見第 84.21 節）。

(Ⅶ) 肉或家禽加工機械
本組包括：
（1）動物之宰殺及後續處理用之機械。
（2）豬肉去毛機。此係由旋轉之支架及若干刮刀帶組成，前者用以繫牢豬之屠宰體，後者則向相反之方向轉動。
（3）鮮肉砍或切碎機，係藉環型鋸、旋轉刀等之動作以切割豬等之屠宰體用者。
（4）鋸或砍骨機。
（5）打肉機，以尖或有刀刃之梳刷將神經纖維切開使肉更軟嫩者。
（6）食肉切碎及切成小方塊機。
（7）內臟潔淨機。
（8）蠟腸灌塞機。主要係由一圓筒型容器所構成，食肉則由活塞擠入腸衣內者。
（9）鮮肉或醃燻肉切片機。
（10）鮮肉或油脂擠壓機及塑造機。
（11）家禽之宰殺、拔毛或拖拉用機器及器具（電動昏厥與放血刀、家禽大量拔毛器、剜除內腸用具、剝胃機、
及肺臟抽取機）。
（12）鮮肉醃泡用機械。含有與幫浦連結之手操作鹽水注射槍；或含有完全自動輸送器裝置，可將肉供給至格板
上，而用鹽水注射針注射至肉內加以醃泡者。
本節不包括鍋爐、壓力鍋、加熱櫥及類似屬於第 84.19 節之設備或機械。

(Ⅷ) 水果、堅果或蔬菜加工機械
本組包括：
（A）去皮用機器，例如：
（1）刮皮機（例如供馬鈴薯之用者），係由旋轉之容器組成，含有磨擦用之內壁。
（2）去皮機（例如供蘋果及梨之用者），含有可調節之刀在其中作螺旋形之去皮；亦常裝有去心、除核等
之設備。
（3）柑橘族水果去皮機。這些通常先將水果切成四份後再行去皮或先將水果分裂成二，然後將水果與果皮
分離。
（4）化學式去皮機。通常由傳送帶或旋轉鼓輪組成，置於其上之水果或蔬菜則通過熱水或灰水等之噴灑，
然後在洗滌器中強力滾動去皮。這些去皮機不論裝水或不裝水或灰水加熱裝置者均歸入本節。
（B）豌豆或類似蔬菜用除殼機。通常由裝有打擊器之轉動穿孔鼓輪組成。
（C）青豆之頭尾切除機。
（D）紅醋栗、醋栗、櫻桃、葡萄等之去梗機。
（E）水果之去除核、種子等用機器。
（F）堅果等之去殼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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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擦碎或切割鮮果或乾水果、蔬菜、參茨等用之機器。
（H）切割或鹽醃甘藍菜或泡白菜用之機器。
（IJ）水果或蔬菜打漿機，用以調製果醬、蕃茄濃汁等者；但不包括果汁壓榨機（例如：桃、葡萄及蕃茄）（第
84.35 節）。
本節不包括：
（a）火焰或輻射熱去皮機（第 84.17 節）。
（b）燙去水果皮用之機器，供調製馬鈴薯片用之加熱設備及其他屬於第 84.19 節之工廠設備。
（c）水果或蔬菜分級機（第 84.33 節）。

(Ⅸ) 調製魚類、貝類等用之機器
本組包括：
（1）剝鱗、去皮、去腸繭或切除頭部、尾部或骨等用之機器。
（2）剖魚、切魚片或切魚條等用之機器。
（3）去殼或分剖貝類用之機器。
（4）將乾魚調製成魚粉用之碾磨機。
本節不包括供炸、燻或醃製用之設備，或其他屬於第 84.19 節之機器或設備。

(Ⅹ) 用於食品或飲料工業之加工或製造之其他機械
本組包括：
（1）醋化用機械器具（用以製醋者）。
（2）咖啡豆之剝殼或去皮機器（圓筒式、圓盤式或刀片式）。
（3）抽油脂機器，屬釘狀滾筒型，抽取橘子內油精用者。
（4）茶葉切割或滾壓機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參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械之零件亦歸類於此（例如：連續製
造麵包用之模具（盤具）、模製甜點用機器之模具、模製巧克力用機器之模具及青銅或黃銅製之擠出模，後者配
合壓擠壓床以製造通心粉、粉絲或類似產品之用）。

84.39-纖維素紙漿、紙或紙板之製造或整理之機械。
8439.10-纖維素紙漿製造機械
8439.20-紙或紙板製造機械
8439.30-紙或紙板整理機械
-零件：
8439.91--纖維素紙漿製造機用
8439.99--其他
本節包括以各種纖維素物質（木材、稻草、蔗渣、廢紙等）製造紙漿之機械，不論紙漿是否用於造紙或製造
紙板或作其他用途者（例如製做造人造絲、某種建築用板或爆炸物品）；亦包括製紙或製造紙板用之機器，不論
以事先製就之紙漿（例如：機械或化學木紙漿）或直接以原料（木材、稻草、蔗渣、廢紙等）製造者。本節尚包
括供作各種用途之紙張或紙板之最後塗飾用機器，惟歸入第 84.43 節之印刷機器除外。
─ 1229 ─

Ch.84
(Ⅰ) 纖維素紙漿製造機械
本組包括：
（A）在紙漿製造過程中，初步處理原料用之機器，例如：
（1）廢紙或紙板製漿機。
（2）蘆葦草與類似材料開切或除塵用機器。
（3）製紙工業用之輾竹機及稻草專用切割機。
（4）木片切碎機及木片分級用之振動分級機。
（5）木段碾磨機。
（6）「梅索奈特型」（Masonite）纖維分解機，先用高壓繼而突然減除壓力將木片分解為纖維者。
（B）濾器。在此器內，稀釋之紙漿可通過篩網，而研磨度不足之任何纖維與任何節、塊、塵等則殘留於網上。
但利用離心力操作之機器除外（第 84.21 節）。
（C）壓餅機（presse-pate machines）。木纖維製成之紙漿團，不論產自機械碾磨機者或產自化學浸漬器者，均由
此機予以濃縮及加壓成張狀。
（D）精製機。通常由錐形容器組成，內裝有旋轉棒，用以擊碎大形纖維或結塊，並使業經充份打擊之漿直線通
過者。
（E）壓碎機及碾磨機。調製紙漿之前，用以生產作為特殊目的之纖維素紙漿（例如準備用以調製硝化纖維素者）。

(Ⅱ) 紙或紙板製造機械
本組包括：
（A）以原料製成連續之紙張或紙板之機器（例如循環網篩造紙機或雙網篩造紙機－Fourdrinier machines or twin wire
machines）。此種機器極為複雜，係由下列組成品組成：調節器，輸送原料至前置箱之用；薄片，裝於前置
箱之出口處，分配原料至環形帶上；通常有一個由胸形滾筒或成型滾筒之稱之人造纖維編織網；薄片板；
平台滾筒；振動機械；吸氣箱；製水印標誌用之精緻滾筒；平放滾筒，供紙張乾燥及結合用；成形碾壓滾
筒，每一碾壓滾筒可包含擠壓板和邊板及旋轉環，一邊或其間裝有用以碾壓紙張之環形氈帶或其他處理帶；
乾燥滾筒；蒸氣箱等；通常並裝有砑光滾筒與捲繞裝置等。
（B）桶形造紙機。這些機器之原理類似（A）項所述，但所不同者係紙漿非流向環形金屬絲布，而係由金屬絲布
所製之旋轉筒上之大桶拾起，轉入氈帶，再送至擠壓滾筒上（有時吸管形），最後傳至一連串之乾燥圓筒
上。如此製成之紙張或紙板或成為連續不斷之捲筒紙或成張。若干此種機器所製之紙板，係將紙漿層層盤
繞圓筒而成。等到達足夠之厚度時，以手或以機械沿圓筒之長度切去而成張狀。
（C）製造多層紙、紙張或紙板之機器。這些機器有循環網篩式或雙網篩式之各種不同之組合。而不同網層之紙
漿在機器中，於潮濕狀況下不需結合物即可予以接合。
（D）製造供測驗用樣本紙之小型壓製器具。這些機器有時謂之「樣本壓製機」，供控制製造用者。

(Ⅲ) 紙或紙板整理機械
本組包括：
（A）捲筒機。有些可將紙張伸展同時並予以磨平，及放出任何靜電。
（B）機器（砑光機除外），用於紙張之各種表面塗飾、無機或有機顏料塗層、上漿、塗膠、塗矽、打蠟等者；
用於塗佈複寫紙或照相紙者；以紡織塵、軟木或雲母粉等塗於壁紙之表面者。
（C）機器以油、人造橡膠等浸注紙張或紙板者，及製造瀝青或焦油屋頂者。
（D）劃線機，用小圓盤劃線或由墨水管給水之鋼筆劃之，但不包括第 84.43 節之印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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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縐紗紙機。通常係由金屬刮刀或薄鋼片組成，刀或片係將紙張從加熱圓筒上刮出之用，如此紙會產生皺紋。
然而皺紋之製造，通常是在紙張製造機中進行。
（F）濕紙機（亦稱「紙張調節機」）。紙或紙板之整個表面在此機器中可浸置於潮濕氣體。
（G）供漆紋及加浮雕花紋之機器（但作相同用途之砑光機係歸入第 84.20 節）。
（H）起波紋機，常與薄片疊合機組合者。
*
* *

若干紙張塗飾機（例如塗佈、輾壓成薄片或捲繞等），亦適用於製造金屬箔、塑膠紙、織品等，但如主要係
用於紙張或紙板者，仍列入本節。
歸入本節之複合機器，附有本章內其他節之若干機器組合者（例如：自廢水收回纖維及撈起物質之濾過器－
第 84.21 節；各種砑光機，供磨光、上釉、浮雕等用者－第 84.20 節；切紙機－第 84.41 節）。若此等組成機器係
同時進口，則按複合機器歸入本節；但如單獨進口，則分別歸入其各自相應之節。
本節亦不包括：
（a）破布、稻草等用之鍋爐；調製化學木漿用之鍋爐（蒸煮器）；蒸汽加熱之圓筒及其他乾燥機器（第 84.19 節）。
（b）噴水剝皮機（第 84.24 節）及木材剝皮機（第 84.65 或 84.79 節）。
（c）印刷機（第 84.43 節）。
（d）撕破布機、拉開機或拉鬆機（第 84.45 節）。
（e）製造加硫硬化纖維用之機器（第 84.77 節）。
（f）在紙張、布疋、木材等上塗佈研磨粉用之機器（第 84.79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參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
防倒板；打擊用之座板及打擊條；造紙機床用滾輪；吸氣箱；桶形造紙機用之圓筒；精美修飾用之滾輪。

但以下所列者不視為本節之零件：
（a）循環網篩造紙機或雙網篩造紙機用之紡織材料製環形帶和氈製滾筒蓋（第 59.11 節）。
（b）輪碾石、磨石、座板及防倒板，以及玄武岩、熔岩或天然石製之其他零件（第 68.04 或 68.15 節）。
（c）銅或青銅織線製之環帶（例如，製造捲筒紙機器所用之銅線）（第 74.19 節）。
（d）機器用刀及刀片（第 82.08 節）。
（e）砑光滾筒（第 84.20 節）。

84.40-簿籍裝釘機，包括穿線釘書機。
8440.10-機械
8440.90-零件
本節包括製造書籍（包括小冊子、期刊、練習簿及類似品）之機器。
本組包括：
（1）裝訂書籍用之摺頁機。此係用以將大張紙張連摺數次成書頁之適當大小者。即使亦可作其他摺疊用途者仍
歸入本節。
（2）鐵絲釘書機及金屬絲縫釘機，包括製造硬紙箱及類似品之機器。
（3）集合及縫釘機。由人工將紙張置於傳送鏈上，分段集合、裝頭，然後傳送至縫釘之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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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滾捲或鎚擊機。用以緊壓已折疊但未縫釘之書籍之未紙張者。
（5）未縫書冊背面淺切機，即用以將未縫書籍之背面予以淺切切，以便穿線者。
（6） 縫書機，包括僅供縫釘用之簡單類型及極複雜者。極複雜者含有材料供給器用以將已摺疊及紙張送入機器，
及縫釘紙張用縫釘裝置，後者通常並可在書頁背面放置加強用之紡織材料。
（7）加書封面前之背面壓平或壓圓機。
（8）便利裝釘之上膠機，用以黏貼紙條或紡織物於散頁上使之成冊，或於散圖上使之成地圖集。
（9）將封面紙黏貼於廉價書、小冊子等上用之機器。
（10）書冊封面之製造機，通常包括材料供給器，用以供應紙張、紙板、書布面等，及黏合裝置以及壓緊機。有
時亦裝有加熱及乾燥設備。
（11）已裝訂完成書籍之封面輾平機，係以滾筒系統及檯桌組成者。
（12）將已裝訂之書冊等加黏封面與壓平用之機器，有者另配有設備，用以插入散圖、圖案、地圖或類似品。
（13）書冊邊緣鍍金及加色用之機器。
（14）在書面上壓印文字或圖案用之機器或熨金用機器。有者亦可用於其他物品上（例如皮貨），但不包括一般
性用途之壓榨機（第 84.79 節）及可更換成組之字模用之印刷機（第 84.43 節）。
（15）頁數打印機（例如供登記及帳冊之用者）。
（16）以金屬或塑膠旋體（或環）穿過書頁之洞孔，使成微具永久性書本之機器。通常由打孔設備及螺旋形器組
成。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

本節不包括：
（a）手縫書本用之檯桌，通常為木製，裝有螺旋設備，用以支持穿線者（第 44.21 節）。
（b）切割機用刀（第 82.08 節）。
（c）紙張或紙板摺疊機（書冊摺頁機除外）；紙張或紙板之切割或挖溝機；已裝釘之書冊、期刊或小冊子等之修
剪機；書冊之修邊及修角機或挖手指引洞機；紙張堆積機；僅適用於製造硬紙板箱之鐵絲裝釘機（第 84.41
節）。
（d）與印刷機合用之切邊、摺頁或打頁號用之機器（第 84.43 節）。
（e）織品料切割機（第 84.51 節）。
（f）縫紉機用針（第 84.52 節）。
（g）製造裝釘書冊用皮革之機器（第 84.53 節）。
（h）辦公室裝釘檔卷用之裝釘機（第 84.72 節）。

84.41-其他紙漿、紙張或紙板製品製造機，包括各種切紙機。
8441.10-切紙機
8441.20-紙袋或信封製造機
8441.30-紙箱、紙盒、紙匣、紙管、紙桶或類似容器之製造機器，不包括模型製造
8441.40-以紙漿、紙或紙板模造製品之機器
8441.80-其他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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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1.90-零件
本節包括所有用於截切之機器（釘書機除外），及將製成之紙漿、紙張或紙板修剪者；其範圍包括用以將紙
料切成所需之寬度或商用尺寸，以至製造各種產品所需之大小者不等。
本組包括：
（1）紙張修剪機及截切機（多葉型截切機在內），包括捲形及方形紙張截切機之與下列機器合用者：書籍或小
冊子修剪機，書角修圓或挖手指引洞機，及包括紙剪，「斷頭台」型之剪紙刀及用於截切紙或紙板上照片
以裱裝相片用之用具，但不包括用於照相方面或電影製作室內截切底片用之機器及用具（第 90.10 節）。
（2）印模切割機（五彩石紙、標籤、花邊紙、索引卡、開孔信封、紙箱形等）。
（3）紙箱、紙盒、紙夾、封面等用之切割、製外形或挖溝機。
（4）紙袋製作機。
（5）製紙袋機（截切、摺疊、劃線等）。
（6）紙箱及紙盒摺疊與膠合機。
（7）紙箱及類似物品裝釘機，簡單之金屬絲釘書機雖亦可裝釘書冊或製造紙箱之用者除外（第 84.40 節）。
（8）製造紙箱、紙盒之其他機器。
（9）捲繞機，製造紙管、紙線軸、套筒、絕緣管、子彈箱等用者。
（10）蠟紙杯、容器等之定形機。通常與縫合與膠合裝置同時使用者。
（11）用紙漿、紙或紙板模造成品之機器（雞蛋包裝用；甜點或露營時用之紙盤、玩具等）；這些機器雖常均附
有加熱裝置，但仍列入本節。
（12）切捲機，用以解開紙捲，將紙張按所需寬度切成紙條狀，及再捲者。
（13）堆疊機，用以將紙張、卡片等作整齊之排列者。
（14）打孔機，包括打郵票、衛生紙等用之打線條孔者（針形孔、長方形或狹縫孔等）。
（15）摺疊機，但歸入第 84.40 節之書頁摺疊機除外。
（16）複合機，用以切割、摺疊、加插（空白紙）及包裝香菸紙者。
但本節不包括常用作第 84.79 節之用途之簡單機械或液壓機。
*
* *

若干列於本節之機器，尤其紙袋或紙盒摺疊機，得裝配印刷裝置。此等機器，如印刷並非作其主要功能者，
依照第十六類類註 3 之規定，仍應列於本節。
亦應注意者，以上所述機器（諸如切割機、摺疊機及製紙袋機），其中亦有可能適用於製造若干人造可塑材
料或薄金屬板。如此等機器通常用以製紙或紙板之類型者，仍歸入本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烘乾紙板製品用之乾燥爐（第 84.19 節）。
（b）製造及印刷紙容器（紙箱等）（第 84.22 節）之包裝機（例如供巧克力用者）。
（c）將紙條撚成紙紗之機器（第 84.45 節）。
（d）製紙袋用縫合機（第 84.52 節）。
（e）打孔機及撕紙機，前者用於紙卡或文件之打孔，而後者用於辦公室內銷毀機密文件者（第 84.7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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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開眼孔機及用沈浸法使紙杯與容器予以塗蠟之機器（第 84.79 節）。

84.42-製造印刷版、滾筒或其他印刷組件之機械、器具及設備（不包括第 84.56 至 84.65 節之機
器）
；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已製作供印刷用之版、滾筒及石印版（如︰削平、
製紋或拋光者）。
8442.30-機械、器具及設備
8442.40-前述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零件
8442.50-印刷版、滾筒和其他印刷組件；已製作供印刷用之版、滾筒及石印版（如︰削平、
製紋或拋光者）
除下面述及排除者外，本節包括：
（1）印刷機之印刷用零件。例如：雕刻或用其他方法製造之印刷及印刷版、滾筒，用以印刷教科書或圖解者（用
手工或用第 84.43 節之機器）；以及已製之石版石、滾筒與板（例如已製成而適用於雕刻或印刷圖像以便嗣
後用以印刷者）。
（2）機器、器具及附件，用以製造上述印刷用之零件，或將之集合（組合），以便適於印刷之用者，不論是否
用手工或機械集合者。
本節包括用於印刷教科書，圖解或重覆性圖案等用之設備，不論印於紙、織物、油氈、皮革或其他材料上，
而用下列印刷方法印刷者。
（I）凸版印刷：使用凸版照相刻板。在此種印刷過程中，油墨係加於凸版零件中之字體或圖像上。
（II）平面印刷：利用石版、照相石版或透印版印刷者。印刷之油墨僅置於印刷版平面之若干特製部分上。此類
型印刷尚包括鏤空版印刷。
（III）凹刻印刷：利用凹版照相印刷，或用蝕刻、雕刻金屬版印刷者，印刷用之油墨則聚集於雕刻或蝕刻之部分
上。

（A）製造印刷版、滾筒或其他印刷組件之機械、器具及設備（不包括第 84.56 至 84.65 節之機器）
本節包括：
（1）直接自文件製造印刷版之機器。係以其中之光電管掃瞄文件。自光電管發生之電脈衝經由電子設備傳送因
而引動工具令之雕刻塑膠板。
（2）酸蝕金屬版或滾筒用之機器，由配有攪拌器之特種大桶裝成。
（3）透印鋅版感光機（水平渦流機），通常配有電熱設備。
*
* *

本節僅包括照相排版或排字機。此等機器實際上為固定活字體，即使活字體係在被固定之後才被照相的情況
可適用。但是不包括照相機、照相放大器或縮小器、照相式接觸印刷機及類似之照相器材，用以預先加工印版或
印筒者（第九十章），例如：
（a）固定於懸吊架（基座）或滑動基座上之垂直或水平照相機、三色彩色印刷用照相機；
（b）照相放大器及縮小器、複製用器具及印刷框架；
（c）印刷版面設計用或接觸印刷法用之光台。
上述器具有些係使用半色調或類似以細密線條交錯而成之玻璃或塑膠簾罩、彩色印刷用之玻璃或塑膠色彩濾
網、或過濾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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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印刷版、滾筒和其他印刷組件；已製作供印刷用之版、滾筒及石印版（如︰削平、製紋或拋光者）
本節包括：
（1）以手、機械或酸蝕刻成之凸刻或凹刻印刷板，所用之材料可為木板、油布、銅、鋼等。
（2）石版印刷用石。插圖得由手繪或由照相移入，而以酸蝕製。
（3）透印印刷板。以鋅或鋁及類似之易彎曲之金屬板製成。其插圖係在平面上複製，即既非在凸版亦非在凹版
上複製者。
（4）雕刻或蝕刻圓筒。
（5）凸版壓印及印刷用之板及印模，例如以機器不論用或不用油墨在信紙上端或名片等上加浮雕字樣者。
板及模如已處理而於雕刻或壓印、石版印刷石、金屬鉛版及滾筒等用者，即使未加刻或印壓，亦均屬
本節，例如。
（6）鉋平或製紋之石印版。
（7）金屬板或平，已製就（鉋平、起紋理、或磨光）可供雕刻之用者。
（8）金屬筒，表面經完全拋光或製紋者。通常為鑄鐵製，一般以銅電鍍，否則必有銅套，銅套係以可移動之套
筒組合而成。
（9）金屬或塑膠製之複製母板，使用於辦公室型透印印刷機上。紙張之頂部端緣通常能與印刷機上之滾筒接合。
感光板（例如，塗有感光乳劑之金屬或塑膠構成，或由感光塑膠構成，此種感光塑膠片可附於或不附
加於金屬或其他材料製之支架上）不包括在本節（第 37.01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一般規定（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
* *

本節亦不包括：
（a）鋅、塑膠、紙板等製之空雕模板，供模版印刷機用者（依照組成材料分類）。
（b）複印或轉印用紙，供複製文件或設計（第 48.16 節）。
（c）絲網印刷用之絲網，不論是否有塗面（第 59.11 節）；裝於框上之金屬絲布，不論是否製成供絲網印刷用者
（依照組成材料分類）。
（d）燙金機器之烙印鐵（第 84.40 節）。
（e）金屬、石材或木材加工用之工具機及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例如，刨平或拋光字模用之機器；刨切嵌線
用之機器；圓盤或圓球之壓紋加工機器；雕刻機；銑切器；刻紋機；修邊鋸）（第 84.56 至 84.65 節）。
（f）打字機、計算機或第 84.70 至 84.72 節之其他機器用之鉛字或其他印刷零件（第 84.73 節）。
（g）模具（第 84.80 節）。
（h）雷射攝影測圖儀，這種儀器可通過雷射束在感光膠捲上生成一般為數字格式的隱像（第 90.06 節）。
（ij ）計量或校正用之儀器（第 90.17 或 90.31 節）。

84.43-利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
不論是否併裝一起；零件及附件（＋）。
-利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
8443.11--捲筒式平版印刷機
8443.12--平版式平版印刷機，辦公室用型（其用紙在無摺疊狀態下一邊不超過 22 公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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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邊不超過 36 公分）
8443.13--其他平版印刷機
8443.14--捲筒式凸版印刷機，不包括橡皮版印刷機
8443.15--其他非捲筒式凸版印刷機，不包括橡皮版印刷機
8443.16--橡皮版印刷機
8443.17--照相版印刷機
8443.19--其他
-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
8443.31--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電腦網路連接，具有列印、複印及傳真兩種或以上功能之
機器
8443.32--其他，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電腦網路連接者
8443.39--其他
-零件及附件：
8443.91--利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之零件及附件
8443.99--其他
本節包括（1）所有以上一節之印刷版或滾筒印刷之機械及（2）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
裝一起。
本節包含用以在織品、壁紙、包裝紙、橡膠、塑膠片、油布、皮革等上面印刷重複性之設計式樣，重複性字
句或整體顏色之機器。

(I) 利用第 84.42 節之印刷版、滾筒及其他印刷組件之印刷機。
大部分常見的這些機器是旋轉印壓機。此類機器最簡單型者通常由一附帶有兩個半圓筒板（凸板印刷）之滾
筒，或經雕刻者（照相凹版印刷）或經壓印者（平板印刷）之多個滾筒組所組成。印彩色用之旋轉印壓機裝有數
個印刷滾筒，其上墨滾筒則並排放置。因印刷、壓平及上墨之機械均係旋轉式，此類印壓機在黑色或彩色，單面
或双面之印刷上得使用連續及逐張兩方式。旋轉印壓機可分為兩類：
（1）捲筒式印壓機，係若干大型旋轉印壓機結合數種印刷單位於同一框架上，故能使報紙或刊物之所有頁數能
以整段作業一次印刷完成。如此，最後在印刷機與各種輔助機器連結作業下，此全部頁數之傳送、裁割、
摺疊、集合、裝釘及堆集等工作均與印刷一起進行。
（2）平板式印壓機，其紙張經由夾具傳送至印刷單元。平板式印壓機有一進紙器、一個或多個印刷單元及一傳
送機械裝置。送紙器從紙疊處取出紙張後，成列送至印刷單元，印刷後之紙張再經傳送機械裝置收集成一
疊。
本組亦包括利用活動板（或壓盤）之印壓機及圓筒印刷機。
*
* *

上述印壓機（尤其小型及中型之旋轉印壓機）可裝配一連串之補充單位，與印刷單位並列安排。故自單獨之
一捲紙張開始，以單獨及連續之作業方法可完成複雜之產品（例如：盒類、包裝材料、標籤、鐵路車票）。
除正常類型之印刷機外，本節亦包括特殊之機器諸如：
（i） 印錫箔盒或其他容器用之機器。
（ii）印鐘錶之計盤或其他特殊形狀物品用之機器。
（iii）印軟木、管類、蠟燭等用之機器。
（iv）在衣服上作標誌用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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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印書籍上之簽字用之機器。
（vi）編號碼、日期等用之機器（第 96.11 節以手操作之日期戳及類似印戳除外），不論是否上墨，以熨斗、字母
帶或數字帶等操作者。
（vii）若干小型辦公室用印刷機，以鉛字或透印版操作者。此類機器之操作原理與外表與複印機類似，故被誤指
為「複印機」。
本類機器亦包括彩色印刷機，此係加彩色於特別之藝術刊物、紙牌，供小孩看之解說圖之用，其法係先印黑
白版，然後用雕空模版以刷、滾筒或噴霧之方法加色彩。
將重複之設計式樣，重複之字句或整體顏色印刷於織品、壁紙、包裝紙、油布、皮革等之機器，包括：
（1）木板印刷機，其中之印模通常以浮雕之方式刻以設計之式樣，重複地壓印於布、壁紙等上，當布或壁紙通
過該印刷機便產生一連串之設計式樣；相同的機器也可用來印刷不同之設計式樣（例如，在圍巾上或在手
帕上）。
（2）滾筒印刷機，通常由一位於中央之大圓筒（壓力滾輪）且在其周圍設有一系列之雕刻彩色滾子組成，各滾
子均配備有彩色槽，供給滾子，修整刀片等。
（3）網幕印刷機，被印刷之材料與雕空網幕帶一同通過印刷機，色彩便經由此雕空模而印於材料上。
（4）（紡織）經紗印刷機，在紗線編織之前，將設計之式樣印於自經紗捲軸解開之一片平行經紗線上。
（5）紗線印刷機，這些機器在紗線上產生彩色效果（或有時在捻成紗線時）。

(II)其他列表機、複印機及傳真機，不論是否併裝一起
本組包括
（A）列表機
本組包括從印刷媒體上列印文字、符號或影像之列印機，上述（Ⅰ）部分所述者除外。
這些器具從各種來源接收資料（例如：自動資料處理機、桌上型電腦掃描機、電腦網路），大多數具有
儲存資料之記憶功能。
本節之貨品可藉雷射、噴墨、點矩陣或熱印處理產生符號或影像。二種最普通型式之印表機為：
（1）靜電式列表機，運作過程中需要有靜電荷、碳粉及光線，光源（例如雷射、發光二極體（LED））用來
消除在帶正電荷光導體表面（一般為滾筒）上特定點之電荷，而圖像之複製部分仍保留帶正電荷。帶
負電荷之碳粉，在靜電效應下附着至光電導體之表面上，使原圖像重現，碳粉又因靜電效應而轉移至
較光導體表面正電荷更強之印刷媒體上，然後此圖像利用壓力或熱而熔貼於印刷媒體上。
（2）噴墨印表機，此機器係以墨滴在印刷媒體上產生圖像。
本節包括單獨呈現之供併裝或連接稅則本上其他產品用之印表機（例如第 84.70 節之收銀機）。
（B）複印機
本組包括複印原始文件產品之器具，例如：
（1）數位複印機，將原始文件掃描於光敏表面（例如：一電荷耦合裝置（CCD）或感光二極體發送陣列），
並將光學影像轉變為數位編碼電氣信號儲存於記憶體，然後其操作與註解（Ⅱ）（A）之列表機所描述
相同之列印機構依記憶之資料，印製所需之複印數量。原始文件只需一次掃描，當代表圖像之數值表
徵儲存於記憶體中，即可產製多份複印本。依下面（D）部分之描述，此類器具可以和自動資料處理機
或網路連接。
（2）感光式複印機，每次複印時原始文件之光學圖像必須投射至光敏面上。最普通之型式為：
（a）靜電式感光複印裝置，可為原影像直接複印者（直接式）或原影像經中間體複印者（間接式）。
在直接式中光學影像投影到一基片（通常為紙）上，基片被氧化鋅或等被覆，經靜電處理。當
利用粉未染料將隱像顯影後，藉熱處理將影像固定於基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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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間接式中，光學影像投影到滾筒（或板）上。該滾筒（或板）被覆有經靜電處理之硒或其他
半導體物質。當利用粉末染料將隱像顯影後，利用靜電場將影像轉送到普通相紙上，藉熱處將影像
固定。
（b）利用化學乳劑被覆之器具，感像表面包括一乳劑，其通常包括銀鹽或氮化合物（後者供具高紫外
線之曝光用）。顯影及印像過程依據乳劑性質及器具種類而變化（濕式或乾式顯影器。熱處理、
阿摩尼亞蒸氣，轉換技術等）。
本組意亦包括接觸式影像複印器及熱複印器。
（C）傳真機
傳真機，係透過網路傳送及接收文字或圖樣，並列印出原始複製之文字或圖樣。依下面（D）部分之描
述，此類器具可以執行複印之功能。
（D）印表機、複印機或傳真機之複合裝置。
具列印、複印或傳真二種或多種功能之多功能機器，此類器具可以和自動資料處理機或網路連接。
“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網路連接”之標準在下面目註解描述。

零件及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這些包括，例如機器（不論是否為分離的機器）係專門設計輔助印刷用，在印刷中或印刷後用以進料、處理
或其他對紙張、紙捲作進一步加工者。此類機器通常與印刷機本身分開，包括：
（1）堆積昇高機及置紙用盒或抽屜，係供置放印刷用白紙之裝置。
（2）自動進料機，用於逐張印刷者。它的功能是將成堆的紙逐張供給置入印刷機的正中間。
（3）紙張遞送機構，類似進料機但執行與進料相反的程序（如傳送及堆疊印好之紙張）。
（4）分頁整理器，供堆放或整理多頁文件之印刷紙張。
（5）摺疊機、上膠機、穿孔機及裝釘機。常用於印刷機運送路線末端，用於摺疊、裝釘或綴連印刷好之紙張（報
紙、摺疊之小冊子、刊物等）。
但如其設計並非專門用以配合印刷機使用者除外（如第 84.40 節或 84.41 節，視情形而定）。
（6）編連號機，係用數字滾輪操作之小型附屬機器。
（7）印刷工業用之燙金機。在印刷機內經媒染印刷之紙張，在剛離開印刷機即用此種機器將金屬粉塗佈其上。
本節亦包括靜電影像複印器的滾筒及板、導軌滾筒及已裝配供油用襯墊。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紡織品、塗橡膠之紡織品、氈、橡膠等製造之滾筒毯及被覆物（依照組成材料分類）。
（b）瓶、罐、箱、袋或其他容器之標籤機器及包紮機器（第 84.22 節）。
（c）裝有輔助印刷裝置之機器，例如：若干袋類盛裝及包裝機（第 84.22 節）；若干紙或紙版製造機（第 84.41
節）。印刷裝置如單獨進口，且依照本節之機器所用印刷方法之一印刷者，仍歸入本節。
（d）防污點用噴霧機（第 84.24 節）。
（e）膠板及蠟紙複印機和地址機（第 84.72 節）
（f）圖形產生器（第 84.86 節）。
（g）供攝錄文件於縮影膠捲、縮影膠片或其他縮影片用照相機（第 90.06 節）。
（h）一般照相印相用框架（第 90.10 節）。
（ij）第 90.17 節之繪圖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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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手操作編號打印器（第 96.11 節）。
。
。。

目註解：
第 8443.11、8443.12 及 8443.13 目
本目包括複製圖樣係以平坦既非凹刻亦非凸刻（平版印刷法）版面方式獲得印痕之印刷機器。其刷印圖像之
構成係基於水與脂肪類物質互斥的原理。此項印刷一向在旋轉機器上執行，非由印刷介體在印刷物上直接接觸而
得，乃經中介轉移到有襯墊氈之橡膠圓筒上，於旋轉時圖像轉印至印刷品上。本目所屬機器以襯墊氈及被固定於
金屬圓筒之版面非印刷部分連續潤濕用裝置之出現為其特徵。平版印刷機可以成捲或片張方式供應材料。

第 8443.14 及 8443.15 目
凸版印刷乃一藉油墨在受壓下從活字凸起部分被轉移到印刷表面之過程。活字係由具相同高度個別之字符、
線條或圖像承板所組成。
然而，本目不包括橡皮版印刷機。

第 8443.16 目
橡皮版印刷係一利用凸版印刷原理供簡單加工（印製包裝材料、表格、傳單等）之過程，其印刷版為橡膠或
可塑性塑膠製，並直接與壓印圓筒相結合。此類機器較其他印刷機器構造簡單且重量較輕；它使用以酒精或其他
揮發性溶劑為基之油墨，能在連續的紙捲上作單色或多色之印刷。

第 8443.17 目
照像版印刷時，積聚在印刷版面雕刻或蝕刻之不同深度凹槽內之油墨，經由壓力轉印到印刷物表面。在手雕
及蝕刻時，其印刷模板具有起始點，經由雕刻刀或酸液之使用，在磨光銅板上形成不同深度之凹槽。印刷版之表
面無油墨殘留，其被收集在凹槽內之油墨，可再供壓印用。
照像版印刷其原理與手雕及蝕刻版之原理相似。其平面印版由一旋轉圓筒所取代。圖像或符號以機械或光化
學方法轉移到經鍍銅之圓柱形印版上。

第 8443.31 及 8443.32 目
所稱“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或網路連接”之涵意，係指必須機器具有所有組件，僅藉由電纜即可與網路或自
動資料處理機簡單地達成有效連接而言。具有可接受附加組件（例如“卡片”）功能以便用電纜連結者，是不符
合此兩目貨品之條件。反之，現況中組件均已存在，無法用電纜連接進入，或另外有別的原因不能有效連結（例
如，須先經設定而切換），此情形是不足於排除其適用本兩目。

84.44-人造纖維材料射絲、延伸、撚絲或切割機器。
歸入本節之機器為用以製造人造纖維織物者，包括切割纖維之機器。
這些包括：
（1）人造纖維射絲機，用以擠射單絲或多絲者。此類機器實際上係由一連串並排放置之獨立而相同之紡織單元
所組成。每一紡織單元基本上包括絲囊或嘴進料用之計量幫浦與過濾器。依據使用的處理方式之不同可令
離開紡嘴之單絲或多絲浴過容有化學凝結之池。（例如，用纖維素黏液的製造過程），或通過裝有噴水器
之氣密小室（例如，銅銨絲過程）或熱氣流（例如，醋酸鹽纖維素過程），或通過一冷卻室。此種紡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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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單孔或多孔式（有達成千上萬者），依照其目的究欲製造單絲或多絲紗，或纖維束以供切成人造短纖
維。若干機器則將由紡嘴射出之纖維放於一起，而由一特別裝置予以輕撚使之聚集因而形成紗。若干機器
則將離開各種紡織之纖維結成粗繩（束），有時可能以數十萬條纖維合成，供隨後切成紡紗用短人造纖維。
（2）併條機，其將紗絲拉伸至原來長度之三或四倍長，為一將分子之排列朝紗絲之方向以大大地提高其強度之
過程。
（3）合成纖維線撚絲機。大部分之撚絲過程（傳統之間斷法、假撚、刀口捲曲法、接合捲縮、熱空氣或蒸氣噴
流，針織－不針織）變更了纖維線之物理性質而產生捲縮纖維線，彈性「泡狀」纖維線等。
（4）人造纖維切割機，用以將長條之粗纖維切短。
（5）絲束成條機。此等機器也將粗纖維切成條形纖維長度，但保持纖維之平行排列。這些機器因此產生準備紡
織之纖維束（不需要粗梳與
織機結合而稱之也為「粗纖維編織機」（見註解第 84.45 節）。
（6）產生解裂絲束用之裂絲機。大部分之細線（並非全部）斷裂成一段一段，因此雖然某些細線仍保持連續，
由纖維束得到之紡線仍具有短纖維紡線之特性。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與附件應歸入第 84.48 節。
*
* *

本節不包括：
（a）用以準備原料以便往後擠射成人造纖維之機器（通常為第 84.19 或 84.77 節）。
（b）第 84.45 節之牽伸箱與針梳機。
（c）紡織連續或不連續玻璃纖維或紗線之機器（第 84.75 節）。

84.45-紡織纖維處理機；精紡機、併紗機、撚紗機及其他紡紗機；搖紗機或繞紗機（包括繞緯
機）及其適用於第 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紡紗處理機。
-紡織纖維處理機：
8445.11--梳棉機
8445.12--精梳機
8445.13--併條機或粗紡機
8445.19--其他
8445.20-精紡機
8445.30-併紗機或撚紗機
8445.40-繞紗機（包括繞緯機）或搖紗機
8445.90-其他
除了下面述及排除者外，本節包括下列製造程序之紡織工業用機器：
（Ⅰ）將紡織纖維作預先或初步處理以便適合於：
（i）紡成紗線，合股線等。或
（ii）製成墊絮、氈、填塞材料等。
（Ⅱ）藉精紡、撚線、併紗、撚絲等等，將各種紡織纖維製成紗線（包括由紙條備製成紙紗線）但不包括製繩之
特殊程序（第 84.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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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搖紗，不論細纖維條或粗紡線，紗線，合股線等等，並且備製紡織紗以便使用於 84.46 或 84.47 節之機器上。

（A）製備天然紡織纖維或其他短人造纖維至精紡階段之機器，
以及製備纖維以供填料用或供製造氈或墊絮用之類似機器
本組包括：
（1）吹風分級機，依照長度將動物毛分類之用者。係以長箱組成，從其寬度分成數格，藉空氣流將毛依照不同
尺寸吹入不同之箱格中。
（2）棉纖維與種子、外殼及其他雜質分離用之機器（例如軋棉機），及棉毛與種子分離之用者。
（3）清棉機或類似之機器，浸水後將纖維與植物（亞麻、大麻等）之莖分離之用者。
（4）撕碎破布、舊繩索或類似之廢紡織品，使還原為纖維狀態適於梳理用之機器（例如碎布或廢紗扯鬆機及碎
布機），但不包括用於造紙用之破布割切機（第 84.39 節）。
（5）拆包機，將壓綑成包之棉花打開使成棉團者。
（6）自動裝料機，配有展開裝置以確保均勻地流入開棉機。
（7）鬆棉及展開機，再進一步潔淨及展開棉纖維網之用，鬆開羊毛用之製備機。
（8）洗毛機，附有運入羊毛及抽進熱水用之機械裝置；原毛洗滌機（例如海獸型機 LEVIATHANS），裝有攪動
機械，有時或附有乾燥用之設備。
（9）原料染色機，供散裝未紡毛纖維染色之用者。
（10）以油類或化學品浸漬羊毛、苧麻等用之機器，以便利梳理或精梳。
（11）羊毛碳化機，裝有盛酸用大桶，除去超量液體，烘乾及掃除焦化雜質用之裝置者。
（12）棉花、羊毛、短人造纖維、植物之韌皮纖維（亞麻、大麻等）之各型梳理機。由開棉機及鬆棉機開始之潔
淨工作即由此等機器繼續進行，並將纖維分開及使之平直。原則上此類機器係以大型滾子組成，上面覆蓋
附有鋸齒之鋼絲或覆蓋附鋼絲齒之織物，此等滾子面抵著亦覆有梳理布之固定板或其他滾子而作業。一清
理裝置使鋼絲齒保持不被纖維阻塞，而羊毛梳理機則另有去除雜質之裝置。處理不同之材料在不同之處理
階段需用不同之梳理機（例如：頭道梳理機、中間梳理機、末道梳理機、頭梳毛機）。纖維離開梳理機時
成寬網或重疊之狀態，或可凝聚成長條，然後捲於捲紗筒或線軸上或捲入旋轉箱內。
本組亦包括備製纖維用之梳理機，以使纖維為製氈或填料之用；此一類機器之類型通常較為簡單，係
由覆蓋梳理布之圓筒環段所組成，在亦蓋有梳理布之平桌上振動。
（13）牽伸箱、針梳機等。這些係用以將長條片拉成斷面較小之條，將其混合，再拉成均勻之產品；此類機器係
用於梳理之後，如係羊毛，有時亦用於精梳之後。
（14）精梳機。這類機器之主要功能係將短纖維梳出；粗紡條在受梳件或銷針之作用時，係放置於鉗夾之間。精
梳機可於製造過程之各階段中使用，處理在原料狀態之材料（例如梳理亞麻），或在梳理後或併條後處理
材料。最普通之類型為處理亞麻、大麻或類似纖維用之斷續式（法國式或成直線進行式）精梳機及處理羊
毛用之精梳機，處理羊毛用之圓形精梳機。
（15）亞麻、黃麻等之展開機。係用以混合成綑之亞麻及其他纖維並將之抽成連續性麻條。
（16）後洗機，用以於羊毛梳理或精梳後將油或其他雜質除去。係由若干裝溫肥皂水用之大桶組成，設有導桿及
擠筒，乾燥用圓筒及針梳機供羊毛再展開之用。
（17）併條機或粗紡機，供最後併條，及將粗紡條或粗紗輕絞以備紡紗之用者。
（18）捲線機。這類機器係由設計來轉動一金屬罐之轉盤組成，其中該金屬罐係收集離開各種機器之粗紡條或粗
紗之用，這類機器通常在其頂端有一捲線裝置。

（B）撚絲前製備絲用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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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包括：
（1）除去絲繭外部雜質用之機器，及打擊絲繭而除去不能繅絲之外絲之機器。
（2）以手自絲繭抽絲用之容器，裝有組合及將數條絲輕撚於一起之裝置，有時附有搖紗器，以圈繞所得之生絲；
搖紗器有時與容器分開，但如二者同時進口則整個單位仍歸類於此。
（3）將絲團、較厚之部分等自生絲線中除去之機器。

（C）將組紗紡成紗線用之紡紗機，撚紗機及將紗線併成複線或纜線之併紗機。
本組包括：
（1）精紡機，進一步併紗及撚紗將粗紗紡成紗線之用。紡紗機之基本要件為紡織機構（錠翼環及鋼絲環等），
係與旋轉之垂直或傾斜紡錘組合；一個完整之精紡機係以若干並排裝置之紡錘機構所組成。本節包括亞麻、
黃麻等之精紡機，間歇精紡機（走錠精紡機等），及連續精紡機（錠翼精紡機、環錠精紡機、帽錠精紡機
等），亦包括手紡車。
（2）絲束紡紗機。自散開紗束內之絲起，併成粗紗，至紡成紗線止，整個過程均由此機完成。
（3）撚紗或併紗機，用以光實紗之扭力，或將兩條以上之紗撚成多股或攬紗，或形成捻合線。但製繩專用之機
器除外（第 84.79 節）。若干此類機器得含有生產花式紗線用之裝置（例如圈花紗線）。
本類機器亦包括將連續絲紗或人造纖維紗撚緊之撚紗機。
（4）馬毛段接之頭尾結扣機。

（D）繞紗機或搖紗機。
這些機器係將紗線（或粗紗）、撚線或細繩繞於線軸、筒管、紙管、圓錐體、斜形筒、紙板等上或繞成球形、
束形、絞形等，不論供製造或貿易用或供零售用者。有關整經機之類別，見以下之（E）部分。捲繩或捲纜機則
歸入第 84.79 節。
本節也包括自有瑕疵之針織或鉤編織物中回收或重搖成紗之機器。其亦包括捲緯機，乃特別設計將緯紗繞於
線軸上以備紡織之用。

（E）製備紡品紗線以供第 84.46 或 84.47 節中之機器使用之機器。
本組包括：
（1）整經機，用以將紗線製備成平行，具有同樣的張力，並且成正確之次序（按紗之顏色與種類）以便編織之
用。所需整經之所有紗線可以一整體同時調整，或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分段整經）的製備；紗線可以直接
捲繞於整經桿上以便可在織布機上使用，或暫時捲繞於整經機之滾子上或其他支持器上（例如線軸）。
本機器由一用以支持許多紗線軸之經軸架，一系列之梳子與線導件以及一強有力之捲繞鼓機構組成；
本機器之各種零件通常為分離的，但當在一起時便屬本類之機器。
（2）經紗上漿機（例如漿紗機）。在這些機器中經線以成段之方式或成一片平行之經線拖施予一臨時之被覆層
以防止經線在織布機上磨損，並且使得經線平滑以便編織。這類機器一般由漿槽，一組滾子導件，一加熱
滾筒或熱氣乾燥器以及一捲繞裝置，以及有時候用來做記號之裝置（亦就是在編織線上之定長區間處染以
記號之應用）所組成。
本節不包括其他上漿機器，例如，用以將其他束狀紗線（包括緯線）或個別之紗線上漿者（第 84.51 節）。
（3）穿經與穿筘機，用以將經線牽引至相對應之織布機綜線，以及通經織筘或梳件。
（4）經紗接頭機或經紗加撚機，用以把新的經線與前次所留下之經線結合在一起。
本節不包括用來在編織時用以將破裂之經線結合起來之經紗接頭機（第 84.48 節）。
（5）將經紗線從整經機滾筒上捲繞於捲軸上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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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織機器及織線供給機。
（7）刺繡用穿線機。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與附件應歸入第 84.48 節。
*
* *

本節不包括：
（a）用加熱處理絲繭以殺死蠶蛹之機器（第 84.19 節）。
（b）乾燥織品材料之機器（第 84.19 或 84.51 節，視情況而定）。
（c）離心式脫水機（第 84.21 節）。
（d）第 84.44 節之機器。
（e）製造或完成處理毛氈或不織布之機器（第 84.49 節）。
（f）拋光、擦光、燒毛及其他完成處理用機器，以及織物捲繞機（第 84.51 節）。
（g）剪毛機，用以自獸皮上割取動物毛之用（第 84.53 節）。
（h）用以磨光梳理件與磨銳精梳齒用之機器（第 84.60 節）。
（ij）用以設定針布上之齒的機器（第 84.63 節）。
（k）將針布裝於梳筒上之機器（第 84.79 節）。

84.46-織機（織布機）。
8446.10-織物寬度不超過 30 公分者
-織物寬度超過 30 公分者，梭型：
8446.21--動力織機
8446.29--其他
8446.30-織物寬度超過 30 公分者，無梭型
本節包括紡織織品（包括泥炭纖維）紗線或其他紗線（例如，金屬、玻璃或石綿）之紡織機器。
這些機器將經線與緯線交織成直角製成紡織品。
最簡單之紡織法為將經紗軸之成張經線分成兩組交替之紗線，每一組由一綜線控制，該等綜線交互地上升或
下降其經線而在兩組紗線之間形成一角度（稱為梭道）以使緯紗（傳統紡織機為由梭牽引）通過，緯紗立即由扣
打至上一行之緯紗上。上升或下降之各組經紗即由綜線顛倒其位置，因此緯紗即嵌入於內而形成新一梭道以便嵌
入另一行緯紗。普通之織布機至多可用八條綜線以改變經紗升起之次序因而產生編織法之若干變化。
更複雜之織布機則可產生較繁複之編織布。例如，部分織布機具有特別系統，以控制經紗之上升（多臂機或
提花機等），因而控制極多組合之經線，或甚至單經線；或具有特別裝置以生產若干特別紡織品（羅紋機械、經
線起毛機、旋環梭機以供織浮花之用）。其他織布機則具有改變梭之裝置（或梭內之線軸），因此可引進各種顏
色或各種紗質之緯紗。織布機常含有若干其他機械或電氣裝置（例如，需要時用以補充梭內之線軸，或於經線或
緯線斷裂時將織布機予以停止）。
大部分此項特別裝置得形成完整織布機之一部分，或裝於普通織布機上作為可移動之輔助機，後一形式之附
機如與織布機同時進口係分類於此，但單獨進口者除外（第 84.48 節）。
織布機通常所生產者為平面織品，但環形織布機則可生產管狀織品；此類機器之一個或以上之梭係用機械或
電磁推動，將緯線與一連串垂直排列成圓圈之經線交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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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不同之織布機可依照機械之形式，或所生產織品之形式而命名，例如：多臂織布機；提花織布機；自動
梭箱織布機；無梭織布機，其緯紗係由壓縮空氣或高速水流或長針插入，或由一連串之投射體自固定之線軸上拉
過；織帶機（例如棒條織布機、朱利克 ZURICH 織布機及鼓輪織布機）；毛織織布機，織地毯機，包括結扣起毛
地毯織機在內。
本節亦包括：
（1）手工織布機。
（2）織金屬絲布或攙金屬紗布之織機，但須與紡織品織機之類型相同者。此類織機必須具有紡織品織機之一切
基本機械要件，諸如：經紗軸，形成梭道之綜線機，引金屬緯絲或紗成直角通過梭道並將之打入經紗內之
機件，及捲繞所產製之布用之布軸。
但本節不包括設計以各種方法交織金屬線成重金屬絲布或網用之機器（第 84.63 節註解）。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編織機之零件與附件歸入第 84.48 節。

84.47-針織機、合縫機及製造硬心軟花線、薄紗、花邊、刺繡品、緣飾、編帶或網狀織物之機
器及簇絨機。
-環型針織機：
8447.11--針筒直徑不超過 165 公厘者
8447.12--針筒直徑超過 165 公厘者
8447.20-編織針織機；合縫機
8447.90-其他
本節包括利用針織、合縫、織螺旋花線、編織、網織、織簇絨等方式以製造織品或飾帶或於任何質地上行刺
繡之工作之所有機器，不論使用未經紡紗之粗條、紡紗（包括泥炭纖維）線，其他紗線（例如，金屬、玻璃或石
綿），或金屬線。

（A）針織機
這些機器包括下列兩大組：
（1）環型機，生產直管狀織物或改變各排外之縫線之尺寸產裝一種特殊管形之織物者（襪、短襪、衣袖、羊毛
小帽、土耳其氈帽或類似之針織氈帽等）。
（2）平面機，生產寬度相等之平面織品，或藉增減各排針之數目而結成平面或疋頭狀之織品以便嗣後作縫合之
用（例如襪或短襪）。平面機包括普通針織用之機器（例如棉針織機）及經紗針織機（Rachel、milanese、locknit
等針織機）。此類機器自極簡單之型式至具有多排針之大型機器不等；在若干情形下，亦可裝置提花或類
似機械用以產製各種花樣。
本節亦包括家庭用小型針織機，及設計僅需編織少數縫線用以補襪之機器。僅將兩塊針織纖維以圈狀縫合，
以形成針織邊之機器則歸入第 84.52 節。

（B）合縫機
本組包括所有以鏈式合縫程序產製織品之合縫機。包括以下：
（1）結合一針式機構以令「經」線與「緯」線藉鏈式合縫而固定在一起之機器。
（2）用以將紗線圈嵌入先前已在傳統織布機上產製之織品襯裡中，並且以針織縫線將紗線圈結合到襯裡上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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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3）針織－縫紉機用以操作已由其他機器（例如梳理及扯鬆碎布機）製成之鬆散纖維織品中之合縫機，並且產
製成一片堅實之紡織材料用來當作過濾用材料，地毯墊、絕緣材料等。

（C）製造結節網、薄紗、花邊、編帶或緣飾用之機器，製花式紗線、刺繡、穗邊等用之機器
這些包括：
（1）製網或任何用途之網狀物之機器，不論成疋，或成完全品之形狀者（例如魚網）。
（2）製造簡單薄紗之機器。
（3）製造有花紋之薄紗、花邊等之機器。
（4）用以製造花邊薄紗、花邊窗簾以及花邊機械飾邊之機器，其以經線與緯線製作平織網或平網窗簾，以及機
械式（機織）飾邊，但是經線與緯線不像織布時般的成直角交織，而是藉由梭件之來回運動把在小線軸上
之許多經線（線軸線）環繞而綁緊經線與緯線。
（5）刺繡機，包括手動刺繡機（刺繡機附有縮放梭子），以一條或多條線用針在織品或其他材料製之基底上刺
繡各式圖案，可裝有提花機或類似之機構。本節亦包括抽線機器，用以抽出若干線而將其餘之線結成多孔
織物刺繡。本節亦包括抽線機器，用以抽出若干線而將其餘之線結成多孔織物刺繡。
本節不包括鏈式或毛毯針縫機（主要在某些紡織品上加邊之用，但亦能作簡單之刺繡），亦不包括縫
紉外亦能作簡單刺繡之縫紉機（第 84.52 節）。
（6）嵌蕊狹瓣用之機器。此類機器係以一支紗作螺旋式密繞於通常較厚之核心（例如金屬絲、橡膠線、未紡織
纖維或一條或以上之粗紗）之用，亦可用以密繞細電線。
（7）製造各種飾緣用之機器，用各種複雜方法將各種紡織品之紗或未紡粗條（有時以嵌蕊狹瓣者）交織者（瓣
織機、鉤織機等）。
本節亦包括在橡膠、人造可塑材料等製之軟管上編織以金屬絲鞘用之機器，或在金屬絲上編以管狀瓣
條者，惟須具有述紡織機器之基本機件者為限。
（8）以紡織線被覆鈕釦、流蘇心等用之機器。
（9）簇絨機，用以將纖維線圈或毛絨束嵌於織品襯裡以便製造地毯、蓆墊或輕質物體（床罩、浴袍等等）。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與附件應歸入第 84.48 節。

84.48-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輔助機械（例如：多臂織機、提花機、自動停止
裝置及換梭機)；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如：錠子、錠翼、針布、棉梳、紡絲嘴、梭子、綜絲、綜框及針織用針)。
-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輔助機械：
8448.11--多臂織機及提花機；紋板減縮、複製、打孔或附加裝置機器
8448.19--其他
8448.20-第 84.44 節機器或其輔助機械之零件及附件
-第 84.45 節機器或其輔助機械之零件及附件：
8448.31--針布
8448.32--紡織纖維處理機用者，針布除外
8448.33--錠子、錠翼、精紡機用鋼頭及鋼絲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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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8.39--其他
-織機或其輔助機械用之零件及附件：
8448.42--織機用鋼筘、綜絲及綜框
8448.49--其他
-第 84.47 節機器或其輔助機械之零件及附件：
8448.51--壓片、針及其他針縫用品
8448.59--其他
本節包括：
（I）一切輔助機器及儀器，單獨或同時執行第 84.44、84.45、84.46、84.47 節之機器（尤其紡紗、織布、針織及刺
繡機）之輔助工作者。此類輔助機器可擴增主機之功能（如多臂機及提花機），或以機械執行一種主機於
執行本身工作時所必需之特殊作業者（如經紗自停裝置、緯紗自停裝置、經紗結節機等）。
（II）歸入本節之機器零件，及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零件（見第十六類總註解）。
（III）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或本節之機器之各種附件；一般言之，所謂「附件」係指非形成機器整體
部分之裝備，故可互相替換，且必需時常調換（因消耗迅速或因不同作業需要不同之型式之故）。

（A）輔助機器
本組包括：
（1）使用於纖維紡紗之輔助機器，例如將捲滿紗線之捲軸移開並代之以空的捲軸之自動裝置，以及將空的捲軸
安置成列之移動器具。
（2）經紗軸檯或架。在漿紗過程或在經紗軸繞紗時用以支持經紗軸者。於織布時在某種情形下亦可用以支持經
紗軸。
（3）多臂機及提花織機。係使織布機能擔任本非該機所能擔任之更複雜之編織工作者。多臂機控制極多綜線之
分別提升而提花機則提升單獨之經線。此類織機係由若干紋板抽作，紋板裝有突出之木釘形成鏈條，在甚
多情形下（尤其提花機）則經由適當打洞之花板操作，花板係邊連邊寬鬆地以帶結於一起形成連續之鏈條。
此等木釘或若干針，其中若干係根據不同之花板穿孔以開動機械而提起經線。類似之機械（VERDOL 機）
則以連續之打孔紙帶操作。
（4）裝於提花機之機器。此機在一根以上之緯線插入時，能使若干花板固定於位置上，如此可減少花板之需要
數目並增加織布之速度。
（5）花板結帶機，將花板組合成鬆鏈以備提花機之用。
（6）經紗自停裝置及緯紗自停裝置。在經紗或緯紗折斷時，此等機械能使織機立刻停止，亦包括線軸控制機構，
必要時重新補換線軸，以確保緯紗之繼續供應。此類用具，不論是否用電操作者均歸入本節中。
（7）經紗連結器。係在織機上裝於經紗片上面之小機器；編織時如有經紗折斷，即用以連接。
本節不包括第 84.45 節之經紗撚接機及經紗接頭機。
（8）羅紋裝置，此等裝置在織造時橫過若干經紗形成環狀以便緯紗通過。係用以製造紗羅織物或其他羅紋織品。
（9）挖花梭裝置。此等裝置使挖花梭通過若干經紗以形成挖花圖案。
（10）經絨裝置。藉梳子之各種動作，在織品之一面或兩面形成小環（絨繸織品等）。
（11）劈邊機。在用寬幅織機同時織造若干窄幅織品時，即以此機產生羅紋織法或成對縫合，在對縫處將緯線切
斷即可將窄幅織品分開。
（12）配有光電管之儀器，用以偵察紡織品在針織時所發生之瑕疵；繞於經框上紗線的瑕疵等，該儀器發現瑕疵
時，立即停止機器轉動。
（13）織機用自動線軸更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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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將薄板放置於自停裝置之機器。
（15）整經機，漿經機及針織機用之經線保護器。
（16）筒管夾子。
（17）開鬆機用之紗幕與擊紗器（擊紗翼）以及機械式合縫機用擊紗器。
（18）機械式合縫機，粗梳機或精梳機用之針筒及針鼓。
（19）羊毛除脂機或上脂機用之攪拌器，鼓件與滾筒。
（20）拉紗檯，粗紗檯或連續之環穿線機，以及其針筒用之拉伸裝置。
（21）線軸機用設計簡單之機械式紗線分離器，其目的為自紗線中將節結及其他瑕疵除去。
上列某些機件可設計裝於特定織機內（提花機、自動織機等）以形成一整體。此等機件單獨進口者歸屬本節，
不視為輔助機器而當作第 84.44、84.45、84.46 或 84.47 節機器之零件。

（B）零件與附件
本組包括：
（1）捲繞經紗時支持線軸用之架。
（2）精紡機用之紡錘及錠翼。
（3）離心罐（Topham）（通常為塑膠製），人造紡織紗在內捲繞成製造時之絲餅狀。
（4）精梳機器用之梳件、排針或針板，如針梳機用之齒形桿。
（5）針布（包括稱為鋼絲針布之窄幅條），裝有金屬線齒者，及有鋸齒金屬線之鋼製針布。
（6）鋼絲圈，為放置於精紡機紡圈上之開口圈，提供必須之撚轉以形成紗線。
（7）擠人造絲用之噴絲嘴、噴絲頭等，包括貴金屬製者，但不包括陶製者（第 69.09 節）或玻璃製者（第 70.20
節）。
（8）線導（但非玻璃或陶製者，見第 70.20 與 69.09 節，亦非完全瑪瑙或其他寶石或半寶石製者，見第 71.16 節）。
（9）經紗軸，織造時軸上之經紗即由此逐漸展開。
（10）織機用鋼扣（包括可調節之伸縮筘）。織造過程時用以打擊緯線令其向前一條緯線靠緊。
（11）按裝織機用綜絲之框架。
（12）梭子，但不包括捲繞紗線用之線軸。
（13）金屬綜絲，為附有令經紗通過之控制眼之扁平或兩撚成段金屬線，以及將綜框與抬升機構連結之金屬綜線。
本節不包括紡織線或紡織繩製之綜框與綜線（第 59.11 節）。
（14）鉛錘，為在其上端具有眼部以與織機綜線相之各綜絲連接之薄金屬塊。
（15）針板及底板，如打孔板（通常為木材或硫化纖維製者）用於提花機或類似機器上。
（16）提花機豎鉤、係特製之鎖鉤，大量裝於提花機上，用以連結提花用之頸索及綜線。
（17）針織機用針，例如鉤針，包括刺繡用之穿孔錐與重新網製用機之用針、絞鏈針（亦稱為閥針或刀針），為
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榫舌，槽針之舌件由一移動槽取代，管形針、鉤針編織機用鉤針。
（18）滑板、梳件、滑棒等，用於薄紗、花邊織造及刺繡機器者。
（19）針織機用導針片。
（20）塑膠質之併條套筒。
（21）織機（織布梭子），刺繡機以及製網機用之梭子。
（22）針織機用板，例如剎車板、成型、下降、疊層軋光板、雙緣板、線導板、轉換板、提花縫合板。這些板件
是以約 0.1 至 2 公厘厚之不同橫切面鋼板製成，以協助編織針（通常為鉤針或合葉針）執行縫合工作。
（23）執行縫合工作之附件，例如波狀、導波器、設計用提花機刀箱、伸幅器、槽件、銷子以及推桿。
（24）經線軸、分軸與軸盤，自動捲軸之剎車與調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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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梳件用之刀與齒之板與吊鉤。
（26）織機用模板。
（27）梭子箱。
（28）使用於織機中之鐵製零件，用以構成一環圈，包括具有切割部之環圈。
（29）鉤針編織機（無梭子）用鉤。
（30）製襪機用針桿，直線針織機針用滑板，直行針織機用凸輪與板件，環形針織機用針凸輪與針筒。
（31）花邊薄紗機用針以及製網機用鉤。
（32）刺繡機用刺繡針與框架。
（33）編帶機與軸線機用心軸。
（34）整經機與機械式漿經機用線制動器（張力器）與梳件。
（35）多臂機或提花機用之針，板，「刀」以及提花機刀箱。
（36）自動換梭機用之儲放器（提升，旋轉盒等等）。
（37）緯管自動變換儲放器。
（38）自動經線保護器用薄板。
*
* *

本節尚不包括：
（a）壓出人造纖維用之幫浦（第 84.13 節）。
（b）壓出人造纖維用之過濾器（第 84.21 節）。
（c）使用於縫紉機上之一種針（第 84.52 節）。
（d）供控制提花或類似機器之已錄媒體（第 85.23 節）。
（e）裝粗紗及纖維條用之罐（按其組成材料分類）。
（f）分經棒（簡單之木條或金屬條，用於織機上以防止鬆脫之開始）（按其組成材料分類）。
（g）筒管、緯管、紙緯管、錐形筒管、線軸及類似支持器（按其組成材料分類）。

84.49-成匹或一定形狀之氈呢或不織布之製造或整理機器，包括製氈呢帽機；製帽模子。
本節包括製造或整理所有氈或不織布或氈製品或不織布製品之機器，但不包括製造氈製品者，本節亦包括製
帽襪子。
製氈前作初步加工之機器（例如毛髮吹風分段機，紡織物鬆開器、打散器及梳理機等），係與整理纖維作紡
織用之初步加工相同，故仍歸入第 84.45 節。

（A）一般製造或整理氈類或不織布類用之機器
本組包括：
（1）裝氈器，通常包括兩塊刻槽之重杯，一塊固定，另一塊則能往復移動。業經梳理之纖維網即在其間磨擦及
受高壓而成氈。潤濕纖維網及將板加熱用之機件亦包括在內。
此類機器中之若干類型者其板係由有凹槽滾輪所取代。
（2）皂洗機。在部分製成之氈上噴灑肥皂之用。
（3）縮呢機。氈片經噴灑肥皂後用鎚敲擊使其完全氈化。
此等機器甚至可用以縮絨小紡織或針織製品者；反之，主要用於縮絨或氈化紡織品之縮絨機則不包括
在本節中（第 84.5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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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製造加強氈用之機器。氈及羊毛織品製之支持物得用熱滾軋法軋成氈；或在製氈前用一組倒鉤針將若干纖
維釘入非羊毛製之底層織品上。
（5）氈類整理機，諸如使之平滑及磨光、刨平等用者。
（6）用以製造不織布之機器（諸如使用乾燥工程、濕潤工程或直接紡織）。

（B）氈呢帽機
本組包括：
（1）使動物毛氈化成帽形用之機器，係以滾子系統將毛送入旋轉刷或旋轉之針布帶中，將毛拋入旋轉中之穿孔
金屬錐上（或羅紋錐）。一般強烈氣流將毛吸在金屬錐表面上形成層狀。
（2）壓氈器，通常為木製，表面有槽，其中一塊或兩塊可往復運動，在其中間將預製之帽形予以氈化。
（3）滾壓機，係用以完成帽形之製氈程序。
（4）伸展機，將錐狀之帽形進一步予以完成，並將圓錐頂予以磨圓。
（5）帽簷形成機，將帽之邊緣通過該機之錐形滾筒即形成帽簷。
（6）磨光機，以浮石或砂布自表面除去突出之毛。
（7）燒毛機，用以燒去帽形表面之毛。
（8）防透機，將某些帽形以蟲漆或明膠浸漬或噴灑，並在滾輪間滾壓。
（9）帽模機，帽簷在此機中全部形成，而成為帽形之最後形狀。
（10）砂壓機，此機用熱砂袋壓於成形器上之帽形內部、俾加工時變形之氈面得回復原狀。
（11）以旋轉墊使氈產生光滑發亮之表面用之機器。
製造羊毛氈帽用之機器與上述以其他動物毛製造氈帽之機器，除帽形形成之初步工作外餘均相同。如以羊毛
製造，自梳理機梳出之纖維層係以旋轉之雙錐形帽模設備形成帽形。

（C）製帽模
這些模子係由木材或金屬（通常為鋁）製成，並與上述某些機器配合使用。
用於帽配合中之拉帽亦屬於此類。帽配合中之依頭形而製作之機器不包括在本類（第 90.31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
* *

本節不包括：
（a）製氈前壓縮纖維胎用之軋光機（第 84.20 節）。
（b）用於製造氈針織帽類（羊毛小帽、土耳其氈帽等）之針織機（第 84.47 節）。

84.50-家庭或洗衣店之洗衣機，包括洗衣脫水兩用機（＋）。
-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 10 公斤者：
8450.11--全自動機器
8450.12--其他附有離心脫水槽之洗衣機
8450.19--其他
8450.20-洗衣機，其容量為乾衣超過 10 公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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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0.90-零件
本節包括家庭用或洗衣店用之洗衣機(不論是否為電氣者及其重量為何)。係一般用於家庭，商業洗衣店，醫
院等地方，供清洗床單，加工完成品等；通常包括令液體循環於其中之漿件或旋轉圓筒，或有時候包括一令液體
以高頻率振動之裝置。
本節亦包括洗衣與脫水兩用之機器。
但是乾洗機則屬於第 84.51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
。。

目註解：
第 8450.11 目
本目包括業經設定洗淨、清洗、脫水程序而勿須使用者干預之洗衣機。

84.51-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洗滌、清洗、扭絞、乾燥、熨燙、熨平（包括融熨機）
、漂
白、染色、修飾、整理、上膠或浸漬機器（第 84.50 節之機器除外）；供製造覆地物，如
亞麻油地毯，所用基層織物或支撐層漿料塗佈之機器；織物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
剪邊機器。
8451.10-乾洗機
-乾衣機：
8451.21--其容量為乾衣不超過 10 公斤者
8451.29--其他
8451.30-熨燙機及熨平機（包括融熨機）
8451.40-洗滌、漂白或染色機器
8451.50-織物之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邊機器
8451.80-其他機器
8451.90-零件
本節包括許多不同種類之機器用以執行以下之工作：
（Ⅰ）紗線、織物或紡織纖維成品之洗滌、漂白、絞乾、清洗、熨燙、染色、乾燥或類似用途之機器，但不包括
家庭或洗衣店用洗衣機（第 84.50 節）。
（Ⅱ）紗線或織物分別於紡紗或織布後之上漿或整理以產生某種品質或改良其外觀（例如：剪割、縮絨、起光），
或賦予其特殊之新品質（例如浸漬或上膠），但用於整理氈之機器除外（第 84.49 節）。
（Ⅲ）織物之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縫邊用者。
本節之多種機器僅係大桶、箱、槽或其他容器，其上裝置簡單之機械要件諸如滾筒用以引入紗線或織物或絞
榨過剩之液體、攪拌漿等。此種機器擔任多方面工作如洗滌、漂白、染色、清潔等，或用於整理工作如上膠或浸
染（例如上漿或使防水、防縐、防火、防黴、防腐蝕等或複合方法）。歸入本節之器具必須具有此等機械之特色，
且必須明顯地作處理纖維品之用者。

（A）洗滌、絞乾、熨燙或熨平用機器，不論是否裝置加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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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包括：
（1）工業用洗滌機，供紗線、編織物或紡織製品之洗滌，不包括稅則第 84.50 節之洗衣機。本節包括，例如隧道
式洗滌機，引入成束之纖維線通過該機，經連續噴灑予以洗滌和乾燥，及洗滌布匹用之綵環式洗滌機。
本節包括織物及紡織品製造過程所使用之工業用洗滌機，該設備係用於整理或清除產品之漿料。
（2）榨水機及軋布機。
（3）搖盪滾筒，洗衣作用以解開纏結濕衣及使之展開以便熨燙之用者。
（4）用以熨平衣服之熨燙機器及蒸汽熨斗（包括融燙機），但不包括第 84.20 節之軋光式之熨平或熨燙機器，不
論是否為家庭用。

（B）漂白及染色機器
這些機器包括漂白或作其他濕式整理用之Ｊ型箱，主要係由垂直之雙臂容器組成，形態如Ｊ字，配有內蒸汽
噴嘴及引導衣物之滾子。將事先通過漂白液容槽浸染之織物送入長臂部分，在此停留若干時刻待發生漂白效果後
即由小臂送出。
其他屬於本組者主要為上述之桶型機器，係適合處理特殊型態之纖維品（例如成束、成絞、成球形、或繞於
軸背上之紗線，匹頭或製成品）。亦包括將展開之匹頭染色或上漿之機械；其主要特色為具有一套滾子用以擠壓
出多餘之液體。

（C）乾洗機器
這些機器非以水而以汽油、四氯化碳等液體作為洗滌之用。通常係複雜之機器組合，例如，裝有使液體在待
洗之物料上循環之洗滌器、離心抽出器、過濾器、澄清器及貯存槽。因所用之液體均為可燃性，故通常亦裝有防
爆之馬達及循環幫浦。

（D）乾燥機器
這些機器僅限明顯地設計為專用以乾燥紡織紗、織物或製成品者始分類此。其主要之類型通常有兩種：其一
係由密閉之容器組成，在此容器內物品係受熱空氣作用而乾燥；另一則通過熱滾軸而乾燥。
本節不包括非專門用以處理紡織品之乾燥機（第 84.19 節），及離心式脫水機（第 84.21 節）。

（E）修飾或整理機器
本組包括：
（1）以苛性納處理紗線或織物之絲光機。
（2）捶布機。以成排之木槌或鑄鐵槌裝於滾筒上成螺旋形，由打擊法使布疋堅固；可使編織物之空隙密合及改
進織物之光澤。
（3）旋轉式銑機。用以令經線及緯線密合，並使表面部分氈化。
主要用於氈物製造之銑床或鎚磨機除外（第 84.49 節）。
（4）摘取機及驗布機。剔除疋頭上之缺點或線結之用。
（5）起毛機。挑起織物表面上之纖維之用，主要係由大圓筒組成，裝有橫條或框架，用以放入起毛物；或由較
小之小圓筒組成，裝有細金屬絲頭。
（6）用於擊打織物背面使其表面之毛豎起之機器。
（7）剪毛機。用於修剪已起毛之織物，使其表面齊平，類似之機器亦可用於天鵝絨之修整。如用鋸齒狀床板或
滾筒則可產生圖案效果。
（8）結節或起波紋機，由滾軋及捲曲起成束的纖維，以在隆起的織物上形成波狀或結絨效果。其組成為一厚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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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被覆之平台上覆蓋另一以短振盪及圓周動作擺動之平台（經橡膠、氈呢或金剛砂被覆者）。
（9）刷機。含有旋轉之圓柱狀刷，用以刷起毛及剪毛之織物。
（10）燒毛機。將布疋在加熱之圓柱或彎曲板上或在氣體之火焰上迅速通過，以除去紗線或布疋上之毛之用。
（11）用以擦亮繩帶或使之光滑，擦亮成束之絲線，或擦亮絲織物之機器。
（12）使織物之表面光滑及均勻用之金剛砂機。
（13）圓柱形壓榨機，在平面或半圓形之座板上操作使表面產生光澤之用。但軋光機（第 84.20 節）及通用型之
水壓機（第 84.79 節）亦可用於同一用途。
（14）蒸呢機。將織物予以蒸汽處理作為最後之修整使固定成布疋之用；用紗線或織物上給濕用之類似機器亦包
括在內。
（15）拉幅（拉寬）機，使織物恢復至原來寬度之用。
（16）預縮機。使緯線靠緊俾成緊密之織物，可減少以後之收縮。
（17）上塗料或浸染機。係用以在紗線或織物表面上加以特殊之塗料，或以特殊之製劑（例如：樹膠、澱粉、漿、
蠟、塑膠、橡膠或防水合成物）浸染。本節包括織物、紙板等上漿用之機器，製造地板被覆物如漆布用之
機器，及（B）項末句中所述之漿紗機。
（18）花式紗線製造機器，係使已紡及已併條之紗線產生特殊效果之用（例如，以小滴膠或蠟修飾紗線用之機器）。

（F）織物之捲取、鬆捲、摺疊、切斷或剪縫邊機器
本組包括：
（1）摺疊或捲取布之機器，係沿著布之長度方向或橫過布之寬度方向作摺疊，或在一支架上作捲繞；同時亦有
檢驗用機器與摺疊或捲取裝置裝配一起，用以檢驗織品之瑕疵。任一種此類之機器均可與量測裝置配合。
（2）布之切斷或剪縫邊機。包括將衣服之圖案或部分品切出之機器。
*
* *

以下所列亦分類於此：
（1）外衣用之蒸汽裝置（蒸汽熨燙用之蒸汽假人模型或上半身像）。
（2）用以摺疊已經熨燙過之亞麻製品（例如手帕、床單、桌布）之機器與裝置（檯子等）。
（3）用以蒸煮與清洗羊毛織品之機器與裝置以便在漂白或染色前將其洗毛。
（4）用以將織品在漂白或染色之前將膠質除去之機器。
（5）用以在漂泊或染色之前以蘇打或鉀之鹼水處理之機器。
（6）用以潤濕紗線、織物與其他纖維製品之蒸汽機器。
（7）形狀設定與固定機器（熱設定），包括把長襪與短襪預先成形及成形用之機器。
（8）氣胎用織物之浸漬與抽拉機。
（9）打字機及類似機器用織品帶上墨用之機器。
（10）織物完成品割裂用之機器。
（11）織物植絨用之機器，例如靜電植絨機。
（12）織物打摺機。
（13）供就原位清洗地毯之器具，藉由將液體清洗溶劑噴入地毯，該溶劑其後被吸取回收，設計供用於機構處所
（家庭內者除外）諸如旅館、汽車旅館、醫院、辦公室、餐廳及學校。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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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節亦不包括：
（a）增壓鍋、以蒸汽套包覆之大桶及其他加熱用具，不能識別係用於紡織物之熱處理者（第 84.19 節）。
（b）砑光機（用於光澤、軋光，使平滑、加浮雕、起波紋等）及其圓筒（第 84.20 節）。
（c）第 84.21 節之離心式脫水機及其他離心式分離機。

84.52-縫紉機，第 84.40 節之穿線釘書機除外，縫紉機專用之配備、底架及蓋；縫紉機車針（＋
）。
8452.10-家用縫紉機
-其他縫紉機：
8452.21--自動組件
8452.29--其他
8452.30-縫紉機車針
8452.90-縫紉機專用之配備、底架、蓋及其零件；縫紉機之其他零件
（A）縫紉機
歸入本節之縫紉機與縫紉機頭用以縫合兩件或以上之紡織材料、皮革等。本節包括之縫紉機，除可作普通縫
紉外，亦可作純裝飾性工作（例如刺繡）之用，但設計僅可用於刺繡機者（包括拉線機）應歸入第 84.47 節。縫
書機則歸入第 84.40 節；針織縫合機及其它邊縫機則歸入第 84.47 節。
除作刺繡外，通常此類機器均用雙線操作。一線用針嵌入，另一線則由織梭在下面帶動。通常具有一支針及
一支織梭，但亦可安放數支針及織梭（例如，製造雙縫口或三縫口）。
電動縫紉機內帶電動馬達者，不論作家庭或其他之縫紉之用，仍歸入本節。
除了家庭或西服店、裁縫店等用之普通縫紉機外，本節亦包括僅作若干其他種縫紉用之特殊機器，諸如：
（1）製造或修理靴鞋或縫紉其他皮革用之縫紉機。
（2）縫鈕釦洞之機器；此種機器得附裝切割鈕釦洞之裝置。
（3）縫鈕釦之機器。
（4）縫製草帽之機器。
（5）縫毛皮類之機器。
（6）袋包（麵粉袋或水泥袋等）裝貨後縫合用之機器；此類機器係懸掛型，且通常無織梭。
（7）縫合袋上裂縫用之機器。
（8）對縫式機器、製造包裝或毛毯、地毯等之邊緣加工用者。
（9）邊緣縫紉機及毛毯縫紉機。
（10）將針織衣服之部分品邊接邊縫合用之機器。
本節之若干機器除縫紉外亦可作其他工作，例如，織物、皮革、紙張等之切割、剪成鋸齒形、穿孔或打摺等。

（B）縫紉機專用之特製配備、底架及蓋
例如可作桌或櫃用之支架，與此等家具之零件（抽屜、伸展板等）、底架與蓋，即使單獨進口仍歸入本節。
但分開之箱件主要用作保護或搬運用者，如係單獨進口應歸入其各自應歸屬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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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縫紉機針
本節不僅包括上述各式縫紉機之針，凡係縫紉機所用式樣之針（通常在尖端鄰近處有眼圈），而用於第 84.40
節之縫書機或第 84.47 節之刺繡機亦包括在內。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例如支架及織梭）。
但筒管係按照其組成材料分類。
*
* *

本節不包括玩具縫紉機（第 95.03 節）。
。
。。

目註解：
第 8452.10 目
第 8452.10 目僅應用於以下縫紉機與縫紉機頭，所有這些機器至少為鎖縫操作：
（a）以腳或手動之機器；
（b）機器裝有輸出不超過 120 瓦特之電動機；
（c）進口時無發動機，機頭重量不超過 16 公斤之動力操作機器。
本目亦適用於被稱為“鎖邊”或“斜紋”之縫紉機，其具有一輸出功率不超過 120 瓦特之電動機，由三、四
或五條引線操作，其縫紉機頭和前面所述者很類似，其構造和動作上之優點在於縫合操作上與鎖縫不同，但是依
然設計供家庭使用，其操作速度一般每分鐘不超過 1500 針。
本節亦包括手動，電池操作之縫紉機，其縫合係由單線鏈縫。
但本目並不包括具有諸如扣孔打孔或對袋口作用之縫紉機。

84.53-毛皮或皮革之處理、鞣造或加工機械，或鞋、靴或其他毛皮或皮革物品之製造或修理機
器，縫紉機除外。
8453.10-毛皮或皮革之處理、鞣造或加工機械
8453.20-鞋、靴之製造或修理機器
8453.80-其他機器
8453.90-零件
本節包括之機器係用以調製獸皮或皮革（包括毛皮）以備鞣革之用，執行鞣革（包括造羊皮紙）過程用者，
及作隨後之完成加工用者。亦包括毛皮或皮革之製成品（例如，製造皮革鞋、靴、手套或旅行用品）之機器。但
本節不包括縫紉機（第 84.52 節）。

(Ⅰ) 毛皮或皮革之處理、鞣造或加工機械
屬於本組之多種機器實際上係在處理獸皮或皮革過程之數個階段內（例如洗滌、預鞣、染色或其他整理過程）
使用。此類機器包括特殊之大桶、鼓形筒、洗滌機等，並裝有機械要件如攪拌器、轉動機構或設備用以處理皮革
者。
本組亦尚包括：
（1）除毛機，用以除去生皮上先前已化學作用鬆弛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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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剝肉機，用以除去生皮上之肉及脂肪等。
（3）鎚磨機（垂樁）及圓柱打擊機。在生皮或皮革洗滌、鞣革，上油或浸漬過程中以此機之鎚或刻槽之轉動圓
柱體予以打磨。
（4）伸展生皮或皮革，以打開毛孔，去除皺摺或其他表面瑕疵用之機器，刮削機，使生皮靠肉之一面平滑並清
除其外來之物質；軟化機，以外包覆軟木或橡膠之圓柱體之動作處理皮革。
（5）鎚擊機，用小鎚將皮革表面鎚打以除去塵土或過量之水份，並恢復皮革之紋理。
（6）鎚機，使皮革緊密、硬化或光滑之用（例如產製鞋底及或機械皮帶）。
（7）削刨及劈開機，用刀使全部生皮厚度一致或將生皮分成數層。
（8）金剛砂機，例如使生皮表面粗糙因而產生天鵝絨狀之效果。
（9）刷機，例如於粗糙化後潔淨生皮及增加其絨化之效果。
（10）皮革光澤機，以瑪瑙拋光石或以瑪瑙或玻璃小滾軸加工。
（11）製紋理機。
本組尚包括處理毛皮用之機器，就大體而論，此等生皮係在上述之類似機器上接受預鞣及鞣革處理。但本節
亦包括用於處理皮毛本身之機器（例如：將毛修前成一致之長度；去除長毛；皮毛之捲曲、精梳或染色）。
本節亦不包括：
（a）第 84.19 節之乾燥機。
（b）軋光機（例如使皮革光滑、發光澤或清紋理）（第 84.20 節）。
（c）離心乾燥機（第 84.21 節）。
（d）染料、假漆等物用之噴霧器（第 84.24 節）。
（e）屠宰場用之去豬毛機（第 84.38 節）。
（f）通用式壓榨機（第 84.79 節）。
（g）計量獸皮之機器（第 90.31 節）。

(Ⅱ) 鞋、靴或其他毛皮或皮革製品之製造或修理機器
本組包括獸皮（包括毛皮）或皮革製造之成品（例如鞋靴、手套、外套及其他衣著物品、馬具、書套、手提
袋、旅行用具等）之製造機械。
本組尚包括：
（A）削或剖片機，在縫製或膠合之前將皮革之邊或其他部分削薄之用者。
（B）將皮革切割成特殊形狀之機器（例如鞋面皮、手套坯料、皮帶等），最普通之兩種形式為帶形之切刀機及
掣子式機（用鑄模切割者）。
（C）穿孔機，裝飾鞋尖、手套之背面等用。
（D）靴鞋製造機，例如：
（1）刻槽機，用以切割溝槽（例如沿鞋底四周之邊緣），使縫針得以塞入；以及於縫紉前與縫紉後開槽及
封槽用之機器。
（2）「套頭」或鞋楦機，將鞋面拉至鞋楦上之用，且將之假縫或粘於鞋之襯底上。
（3）鎚打機，鞋面及襯底拉至鞋楦上接合後，用以重擊及鎚打其邊緣者。
（4）將鞋之外底膠合襯底及鞋面之機器，例如膠合機、鞋底裝置機。
（5）將鞋跟訂牢於鞋底上之機器。
（6）鞋底或鞋跟邊緣之修剪、光滑或整理用之機器。
（7）磨粗機，利用鋼絲刷或附有研磨物之環帶磨粗鞋面，便於與鞋底有較好之黏合。
（8）拋光及整理用之機器，係以一系列之磨石、磨刷及毛氈組成，用以使鞋面獲得良好之表面，本節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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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靴及鞋修理匠用之類似機器。
（9）靴或鞋之擴展機。
應注意者為本節之若干機器諸如製紋機、切割機、穿孔機、刺孔機，甚至靴鞋製造機，均可利用皮革以外之
材料（例如：紙板、人造皮革或塑膠），但如明確地設計主要用於獸皮或皮革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靴或鞋楦（依照組成材料分類，一般歸入第 44.17 節）。
（b）用以製造木屐、木鞋底、木鞋跟等用之木工機（第 84.65 節）。
（c）自動刷鞋機與打眼孔機（第 84.79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以及供此等機器用之模具及
其他可互換工具亦分類於此。

84.54-冶金及鑄造金屬用之轉爐、澆桶、鑄錠模及鑄造機。
8454.10-轉爐
8454.20-鑄錠模及澆桶
8454.30-鑄造機
8454.90-零件
（A）轉爐
此種轉爐係用以轉化或精煉金屬（例如，將鐵轉化為鋼，或熔煉銅或鑌鎳、方鉛礦等）。其法係將業已鎔解
或已在溶爐中以高熱處理之物質置於強力氧氣氣流中；大部分之碳及溶解元素諸如錳、矽及磷經此處理即氧化成
為氣體或鎔渣之形態。此氧化作用能增加金屬之耐高溫。
最普通之轉爐型式為梨形或圓柱形容器，外層係厚鋼板，內層用耐火物質襯裡。氧氣供應 LD（Linz-Donawitz）
轉爐由上面之噴口處或 OBM（Oxygen Bodenblasende Maximilianhutte）轉爐通過下面噴口處。但亦有兩種型式聯合
者。
其他形式者計者有：邊緣帶有鼓風口之轉爐，旋轉圓筒式轉爐，及圓錐形轉爐（用以處理銅礦泥）內部裝有
支持承載物之金屬架者。

（B）澆桶
此種澆桶用以盛裝出自溶爐之鎔化金屬並將其倒入轉化爐或鑄模中。係簡單之敞口容，一般均以耐火材料襯
裡，並通常裝有便於傾倒之裝置，有時裝有輪子。此種澆桶常用機械（例如起重機）操縱，但本節亦包括用手操
縱之鑄造型鎔液澆桶。白鐵匠、金匠等用之小型手持杓子則不包括在內（第 73.25 或 73.26 節）。

（C）鑄錠模
這些鑄錠模可以為各種形狀，成一體或分成兩半，係將在其中之鎔解之金屬暫時鑄成如錠型、塊形、平板形。
其他模子（例如鑄件用）一般列入第 84.80 節。
本組之模子為金屬製者，通常為鐵或鋼，但石墨或其他碳之鑄錠或陶瓷鑄錠模除外（分別列入第 68.15 與 69.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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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冶金或金屬鑄造用之鑄造機
本組包括：
（1）連續地填充、冷卻及騰空模子用之機器（一般均有輸送帶或鏈條）。有時亦裝有搖動或輕毃模子用之裝置，
以便利鎔化之金屬均勻地凝固。
（2）以壓力鑄造金屬者，主要係由兩塊可以調整之鐵板組成，模子之兩半則固定於其上。貯器內之金屬液可直
接以其自由表面上之壓縮空氣迫入模內，亦可以活塞插入其密閉而滿裝之貯器內進入模內。有些裝有冷卻
裝置藉以加速金屬之凝固，以及各種裝置用以分離鑄件與模。主要係用以鑄造小件非鐵金屬物品。
但本節不包括以燒結法做粉末冶金之機械（第 84.62 節）。
（3）離心式鑄造機，係將鎔解之金屬引入高速旋轉之圓筒模中；金屬被拋至模子邊緣而以管子之形式固化。
（4）連續鑄造機。這類機器係使鋼自進料之不同鑄造流路分佈器中之澆桶所輸送。這些流路包括：
（a）一鑄錠模，無底，具有冷卻裝置；
（b）在鑄錠模外之噴水霧系統，用以冷卻金屬鑄物；
（c）一組輸送帶滾子以令凝固之金屬循序取出；
（d）一切割機系統，置於輸出裝置之後。
本組機器使用之模子通常列入第 68.15、69.03 或 84.80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本節亦包括其所屬機器之零件。

84.55-金屬輥軋機及其軋輥。
8455.10-軋管機
-其他輥軋機：
8455.21--熱作或冷熱作聯合者
8455.22--冷作者
8455.30-輥軋機軋輥
8455.90-其他零件
(Ⅰ) 輥軋機
輥軋機係金屬加工機械，其主要由一組軋輥構成，而金屬則自兩軋輥之間通過；金屬由於軋輥之壓力軋出或
成形，同時此種輥軋亦可改變金屬之結構及改進其品質。在若干情形下，輥軋機除作一般正常之作用外，亦可在
金屬表面上軋製圖案或將兩種或以上之不同金屬片軋於一起製成夾板產品。
類似輥軋機而輥軋金屬以外之其他材料者，例如軋光機，不歸屬本節（第 84.20 節）。其他輥軋機（例如將
金屬箔輥軋於紙支持物上者（第 84.20 節），彎曲，折疊，拉直或壓平之機器（第 84.26 節）被認為與上述之輥軋
機之意義不同，因此亦不列入本節。
輥軋機依照設計所作之特殊輾壓作業分為下列各類型：
（A）用輥軋法減少厚度而相對地增加長度者（例如將錠壓成塊，條或板片；將板壓成片、狹條等）。
（B）將塊、條等軋為特殊之橫斷面形態（例如製造鐵棒，鐵桿、角鐵、型鐵、段截、桁、鐵軌等）。
（C）輥軋管。
（D）輥軋輪坯或輪環坯（例如，形成火車輪之突緣）。
大多數之輥軋機係因上述（A）或（B）之作業而設計。其主要機件稱為「台架」，並裝有兩個、三個或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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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子在重金屬殼體中，水平地一個高於另一個之上，以便金屬在滾子間可調整空隙中通過。金屬在三個高台架及
兩個雙高台架上之兩個輥子間通過後，再通過其他兩個輥子；某些架子裝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額外輥子，用作支持
物以增加工作中之輥子之力量及穩定性。
大多數輥軋機均由若干上述之台架組成，平排地或稍為間隔地放置或成串列式（例如軋片用之連續輥軋機），
輥子之速度與空隙可予以調整，俾可連續地逐漸輾軋金屬。
若干輥軋機可能裝有側輥子，用以輥軋材料之邊緣或製造特殊之截面（例如桁）。
製造扁平之物者（板，片，狹條等）所用之輥子必須平實，（除非若干修飾用輥子可製造簡單之脊形圖案者）。
在甚多場合中（例如上述（B）項所述之作業）並非以輥子全幅寬度輥軋，但工作用輥子之表面刻有槽溝，因此
兩個輥子之間可造成一種特殊形狀之空隙（或隘口）。金屬於經過該空隙後形成與之相同之形狀，通過一連串之
此種空隙後，逐漸改變其形狀，因而產生所需之橫斷面。
上述各種輥軋機之大小尺寸相當懸殊，自輥軋貴金屬之小型機至輥軋鋼鐵之重型輥軋機不等。
大多數之上述輥軋機為熱軋式，但若干修飾用之輾軋機（尤其為軋片及扁條者）則為冷軋式。
上述之（C）及（D）項之輥軋機內包括下列各型：
（1）短條穿孔用之曼尼斯蒙及類似型式之機器，裝有大傾斜輥子，用以旋轉加熱之短條，並將其壓過穿孔心軸
而形成管之毛坯。
（2）輥軋機，輥軋已穿孔之短條以減小管壁之厚度，增加其長度，並產製適當之管壁表面者。當壁係置於內部
之心軸或栓塞及外部帶有圓形隘口之輥子或圓錐形輥子之間而加工。
在若干情形下，可用電有偏心或切割溝槽之輥子以便產製可變之隘口（階級輥軋）。
（3）管子光製軋機，用以光製或減小管壁厚度或減少其直徑或製造完美之圓形橫斷面者。此種輥軋機得以或不
以內部心軸作業。
（4）放射式輥軋機，用以輥軋大直徑鑄造鋼管之壁者。管子放於若干內部及外部相對之輥子間旋轉。
（5）輪或圓盤輥軋機。通常由排列不同之一套圓錐形或圓柱或輥子組成，粗形成之輪子則在其中間旋轉；輪子
之各部分（例如火車輪之凸緣）藉輥子之壓力軋成所需之形式。類似之機器係用以形成火車輪之凸緣，同
時亦可用以製造某種鐵軌。
一般言之，輥軋機之作業需一大批輔助裝備，諸如導機、輥子台、操縱裝備、再加熱爐、浸洗箱、扁條捲盤、
剪及鋸、冷卻床、秤重量與加標記機、拉直與打平機、控制用具（機械、電器或電子）等。

(Ⅱ) 軋輥與其他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輥軋機之零件。其中包括輥軋機之軋輥。
這些軋輥在長度上與直徑上差異極大，鋼製之軋輥之長度約自 30 至 520 公分，直徑約自 18 至 137 公分。其得以
鑄鐵、鑄鋼或鍛鋼製造，其表面通常加以硬化並經細心加工使其尺寸準確；可能係平坦，或係刻有各種形狀之槽
溝因而形成必要之隘口。每一軋輥之末端均有狹頸，形成特殊形狀以便裝於輥軋機之框架內。在軋輥頸外作用力
處之搖動頭須予切斷。

84.56-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
材料之工具機；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
-以雷射、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8456.11-- 以雷射加工者
8456.12-- 以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8456.20-以超音波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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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6.30-以放電加工者
8456.40-以電漿弧加工者
8456.50-水刀（水射流）切削機
8456.90-其他
本節之工具機為用以將任何材料之修刨或表面加工之機器。其必須符合三個基本要件：
（i）以切除材料作加工；
（ii）必須執行備有傳統刀具之工具機能從事之操作；
（iii）必須使用以下七種加工方法之一加工者：雷射或其他光或光子束、超音波、放電加工、電化學、電子束、
離子束或電漿弧。
本節亦包括下列第（H）項所述之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
本節不包括下列第 84.86 節之機械
（i）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之切削任何材料之機械。
（ii）專供或主要供製造或修護光罩及網線之切削任何材料之機械。
（iii）供半導體材料乾式蝕刻圖形之機械。
上述產製機器例如（1）供半導體晶體鑽孔之雷射光束工具機及（2）切割半導體晶粒或切削或鑽孔積體電路
用陶瓷基板之超音波加工工具機

（A）以雷射，或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之工具機
雷射束加工（光子加工）由用光子衝擊一靶標組成。本組尤其是包括鑽孔（金屬，錶用寶石等）用機器，切
削金屬或其他硬材料用機器以及雕般（圖案，文字，線條等）於各種高阻抗材料之機器。
雷射束加工工具機工作原理係通過熔化、燃燒或汽化（也稱為“燒蝕(ablation)”）去除材料，係藉由聚焦雷
射光束直接照射在工件上造成。本類型的某些工具機，其雷射光束可耦合於低壓水射流中，此水射流用以引導雷
射光束、去除碎屑並冷卻加工材料。
本組其它加工工具機不同於雷射束加工工具機之處在於用以去除材料的光束類型。

（B）以超音波加工之工具機
超音波工具機由一以超音波振動之打孔器與一懸浮於液體中之研磨器組成，這類機器可配以一磨料再循環系
統。
本組包括特別使用於以下各項加工之工具機：
（1）用以加工鑽石或金屬碳化物模子；
（2）用以鑽或鉋礦物質；
（3）用以在玻璃上雕刻；
（4）用以銑製，拉削或磨光。

（C）以放電加工之工具機
本型式之加工原理為利用極短時間之瞬間以每秒幾十萬赫之比率將位於兩金屬電極（工件與刀具）間之金屬
切除。例如，本組包括高頻率電火花切削機。

（D）以電化學加工之工具機
本型式之加工原理為利用電解以去除金屬。工件（正極）為當作刀具（負極）之電導體。兩者均沈浸於一選
用電解質中使得不會產生負極分解，所產生的均是正極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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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包括：
（1）電解性拋光裝置，用以拋光顯微鏡的或冶金的檢驗用樣本。
（2）用以磨利刀具，切割斷屑槽或切割金屬碳化物板之電解磨銳器；這類機器使用一鑽石輪。
（3）以正極分解方式去除各種齒輪毛邊之機器。
（4）光製平面等之精準用機器。

（E）以電子束加工之工具機
電子束加工為由一陰極放出之電子經一密集電場加速，再由一磁力或靜電鏡系統集中焦點以衝擊工件之一極
小表面而得。

（F）以離子束加工之工具機
這些工具機之離子束為由連續性作用操作而非藉由如雷射束衝擊而作用之情況。

（G）以電漿弧加工之工具機
電漿弧加工包含由磁力脈衝發生器在高強度下產生之電流將氣體電離所得之強烈電離氣體，可在極高速度下
切割板件與作粗切削以及加工粗進程螺紋。

（H）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
本組包括水射流及水加研磨料混合射流切削機械。這類機械通常以 2 至 3 倍於音速之速度噴射出之水射流或
水加精細研磨料之混合射流對材料進行切削加工。它們在 3,000 至 4,000 巴（bars）之壓力下進行工作，能對多種
材料進行各式各樣之精密切削。水射流切削機械一般用於切削較軟材料（泡沫材料、軟質橡膠、密封材料、金屬
薄片等）。水加研磨料混合射流切削機械一般用於切削較硬材料（工具鋼、硬質橡膠、複合材料、石料、玻璃、
鋁、不銹鋼等）。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械之零件及附件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清潔用之超音波器具（第 84.79 節）。
（b）軟焊、硬焊或熔接機器及器具，不論是否能割切（第 85.15 節）。
（c）測試機（第 90.24 節）。

84.57-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
8457.10-綜合加工機
8457.20-單體結構機（單站機）
8457.30-多站聯製機
本節僅適用於（見本章之註 4）金屬加工工具機（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除外），其可執行單一工件
之不同形式機械加工操作，可藉由以下之任一項行之：
（a）依加工之程式自槽匣或類似件行自動之工具變換（綜合加工機）：
（b）藉由不同單體機頭之同時或依序地在固定位置之工件上自動進行加工（單體結構機，單站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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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藉由工件之自動轉換至不同之單體機頭（多站自送聯製機）。

（A）綜合加工機
綜合加工機為獨立之機器，亦就是所有之加工操作在單一（多功能）機器上執行。這類綜合加工機必須滿足
兩個條件：它們必須執行幾種加工之操作以及它們必須能依加工程式自一槽匣或類似件行自動之工具更換。
因此，本組包括藉由一槽匣或類似之自動工具更換，以執行兩個或以上之加工操作。但使用單一刀具或幾個
刀具同時地或依序地執行一個加工操作之工具機（例如，多軸鑽機或多切刀銑床）則列入第 84.59 至 84.61 節。
自動工具變換要件不包括不能自動更換各種工具之多功能機（例如，能鑽孔、搪孔、攻螺絲與銑製之機器）。
這種機器依第十六類類註 3 或依解釋準則 3（c）之應用歸入第 84.59 至 84.61 節，當然除非工件可以自動地轉換至
不同的單體機頭而被歸入多站自送聯製機（見以下之（C）部分）。
綜合加工機也可包括諸如托板變換器，托板槽匣或工具槽匣變換器系統之輔助裝置。

（B）單體結構機（單站機）
單體結構機（單站機）為工件支持於一固定位置而單體機頭相對地移至工件以執行操作或機器操作之多功能
機。
單體機頭為裝在機器上之一部分，可用來支持，引導與作動（旋轉，前進，後退）可相互變換之工具。旋轉
機頭通常帶有電動馬達，而移動機頭通常帶有液壓缸；這兩種形式之機頭可以綜合在一起。
本組包括使用兩個或以上之單體機頭，以執行兩個或以上之加工操作之單體結構機（單站機）。
但是使用幾個單體機頭以執行一個加工操作之機器或是使用一個單體機頭以執行幾個加工操作之機器則不
列入本節。

（C）多站聯製機
本組之機器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必須執行幾個加工操作，必須藉由工件之自動轉換至工具以行操作以及必須
備有各種不同之單體機頭。
旋轉自送聯製機與線性自送聯製機通常有一區分。前者之執行各種操作之單體機頭係安排在一共同基座之圓
中。工件繞著一圓運行，而在每一停止處（站）便被相對應之單體機頭加工（例如：鑽孔、搪孔、攻螺絲）。線
性自送聯製機中之單體機頭係安排在共同基座之一線中；而在工作沿著直線自一機頭運行至另一機頭時便接受機
頭之加工。
依照章註 4（c），本節不包括由攜持工件之輸送機聯結各種機器所組成之傳送帶。
依上述章註所載，本節亦不包括「彈性製造系統」（FMS），其通常由數值控制之幾部機器，或幾組機器配
合諸如昇高架，輸送機，無人吊運車，自動操作機與工業機器人以將工件輸送至機器處或加工後卸下工件之自動
搬運設備所組成。構成彈性製造系統之機器與搬運設備之各種組合係由自動資料處理機所控制。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 82 章之
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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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切削金屬用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第 84.58 節）。
（c）槽式單體機頭工具機（第 84.59 節）。
（d）第 84.68 與 85.15 節之軟焊、硬焊或熔接機器及器具。

84.58-切削金屬用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
-臥式車床：
8458.11--數值控制者
8458.19--其他
-其他車床：
8458.91--數值控制者
8458.99--其他
本節之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為藉切除金屬或其他除去金屬之表面加工機器。
這些機器不同於第 84.67 節之用於手中之加工工具（氣動、液壓或帶馬達）之處為其通常設計成裝於地面上，
或在一檯面上，或在壁面上或在其他機器上，並且通常裝設有底板，按裝架，檯架等。
本節包括：
（1）無論是否為自動之各種車床，包括滑架車床、立式車床、轉塔或六角車床、生產（或仿形）車床。但藉由
金屬變形達成其功能之旋彎成型車床則分類於 84.63 節。
（2）主軸或輪軸旋轉機，用以同時與對稱地旋轉大輪子等之主軸或輪軸之兩端。
（3）切削金屬用車削綜合加工機。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 16 類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車床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章
之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b）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與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c）切割機器（第 84.61 節）。
（d）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e）第 90.24 節之測試用機器與用具。
。
。。

目註解：
第 8458.11 及 8458.91 目：
數值控制工具機係電腦數值控制（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之縮寫 CNC 或數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
之 NC。“電腦數值控制“與“數值控制“其意義是相同的。所稱數值控制工具機，該工具機、工具或工件之功
能及運轉必須依照預先設定之程式指令來執行工作。此程式需依 NC-特種語言來執行，例如 ISO 碼。程式及其他
資料先行儲妥，以供直接或分段存取之用。數值控制工具機為了完成工具機、工具或工件之預期動作，需整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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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資料處理機或微處理機及伺服系統成為控制單元（獨立式或內建式）。例如 CNC 機器、CNC 車床及 NC 銑床為
具有數值控制之工具機。
如果控制單元不與工具機一起進口，後者若有此種工具機之特性則仍應視為具有數值控制之工具機。

84.59-鑽、鏜、銑、車螺紋或攻螺紋金屬加工用工具機（包括槽式單體機頭工具機），第 84.58
節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除外（＋）。
8459.10-槽式單體機頭工具機
-其他鑽床：
8459.21--數值控制者
8459.29--其他
-其他鏜銑床：
8459.31--數值控制者
8459.39--其他
-其他鏜床：
8459.41—數值控制者
8459.49—其他
-膝式銑床：
8459.51--數值控制者
8459.59--其他
-其他銑床：
8459.61--數值控制者
8459.69--其他
8459.70-其他車螺紋或攻螺紋機
本節包括鑽，鏜，銑，車螺絲或攻螺絲之金屬切削，別於第 84.58 節之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工具機。
一般而言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由手動或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本節內。此類之手動或踏板操作式者有別於第
82.05 節之手工具與第 84.67 節之手動工具處為其通常設計成按裝在地板上，在檯面上，在壁面或其他機器上，所
以通常裝設有底板，按裝檯，檯架等。
本節包括：
（1）槽式單體機頭工具機。此類機器並無附加底座設計以執行鑽，鏜，銑，車螺絲或攻螺絲操作。其僅由一支
持馬達之「主架」與一工具支持器組成且備有導件（槽），當置於一合適之底座上便能來回作重複性之移
動。工件嵌入一獨立之工件支持器，槽式單獨式機頭工具機水平地重複來回移動作鑽、搪等工作。
（2）鑽床。此類機器係利用稱為鑽頭或鑽錐之旋轉工具在物品中切削圓柱孔，包括未穿孔。在工具旋轉（切削
作用）或進刀入工件（進刀作用）時物品保持不動。本節亦包括刀具固定而加工件旋轉之鑽床或具有上述
兩種加工程序之機器。
鑽床包括單主軸鑽床，輻射式或其他他型式，以及數個主軸之鑽床（多主軸鑽床）。
（3）鏜床。此類機器用以進一步加工現有孔之內面至正確之尺寸。搪孔可以為圓柱形，圓錐形或球形。例如搪
孔機被用來加工活塞式引擎或幫浦之汽缸孔至正確之尺寸。
搪孔操作包括使用尺寸固定之無支架面刀具（搪刀鑽，直槽或螺旋槽精加工搪刀）或尺寸可變刀具（膨
脹端搪刀，插條式搪刀，微調式搪刀頭，切刀嵌入式搪刀山頭）或具有引導件之刀具（可調整式，膨脹或
非調整切刀以及中空單件套筒或帶有插入件之套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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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立式鏜床，臥式鏜床（帶有固定或可動固定裝備），複式鏜床，複製空心搪孔軸內孔之鏜床
以及設有由兩個同心主軸組合成可以單獨操作之合成主軸而一般稱為銑－搪刀之機器；其在內之主軸由可
接上搪桿（搪刀軸）之長套筒組成，而其在外之主軸一般固接至一平板以與一銑刀（銑刀軸）配合。
本節亦包括主要設計與建造來作搪孔而可額外地執行其他操作（例如，鑽，表面加工，銑，車，以及
有時候甚至於切螺絲）之機器。相對地，以執行搪孔作為輔助或額外操作之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
則分類於第 84.58 節。
（4）銑床，此類機器係利用旋轉之刀具（即為銑刀）加工一平面或輪廓面，圓形之切削運動與固定機檯上之物
品之運動結合一起。銑床特別包括臥式銑床，立式銑床，臥式一立式銑床，機頭可調整銑床，平銑床，用
以除一般銑製工作外還藉由分開裝在機器上之機頭以銑製軸之栓槽，或正齒輪或螺旋齒輪之萬用銑床，重
複製作銑床，用於加工槽或去角之銑床，雕刻用銑床。
（5）攻螺絲機（亦即在孔中製造螺紋之機器）與製造螺栓與螺絲等用之螺紋機。應注意螺紋銑製機屬於銑床範
圍。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章
之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b）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c）切削金屬用車床（包括車削綜合加工機）（第 84.58 節）。
（d）鉋削用工具機與其他切削金屬加工用之工具機，屬於第 84.61 節。
（e）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f）第 90.24 節之測試用機器與用具。
。
。。

目註解：
第 8459.21、8459.31、8459.41、8459.51 及 8459.61 目
見第 8458.11 與 8458.91 目註解。

第 8459.51 及 8459.59 目
本目所屬機器可由控制台之外觀予以鑑別，控制台係由在一架座上以導軌法垂直移動之水平元件所構成。此
架座支承著橫向操作之工作台。控制台通常含有驅動機器所必需之裝置。

84.60-金屬或瓷金用磨石、研磨料及拋光物以去粗邊、銳磨、輪磨、搪磨、研磨、拋光或其他
方式達成磨光作用之工具機，第 84.61 節齒輪切削、齒輪研磨或齒輪精製機除外（＋）。
-平面磨床：
8460.12--數值控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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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0.19--其他
-其他磨床：
8460.22--無心磨床，數值控制者
8460.23--其他外圓磨床，數值控制者
8460.24--其他，數值控制者
8460.29—其他
-磨銳機（磨工具或刀具用者）：
8460.31--數值控制者
8460.39--其他
8460.40-搪磨或研磨機
8460.90-其他
本節包括用以金屬或金屬瓷料表面精光用之某些表面精光機，但不包括齒輪切削機，齒輪研磨機或齒輪精光
機（第 84.61 節）。此類機器係利用磨石，研磨料或拋光物以去除材料之加工機械。基於本節之用途，「拋光物」
這個名詞之意義如下：
（1）由金屬碳化物、鋼、軟金屬、木材、毛氈、紡織材料或皮革製成之拋光圓盤：
（2）金屬絲刷；
（3）拋光墊。
一般而言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由手或腳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於本節內。後者型式之機器別於第 82.05
節之手工具與第 84.67 節之手提工具之處在於其通常設計來按裝於地板上，檯面上，牆壁上或於另一機器上，因
而通常裝設有一底板，按裝用框架，檯架等。
本節包括：
（1）具有金屬刷或研磨料之毛邊去除邊，用以修整粗鑄品或切削後之金屬之粗糙邊緣。
（2）磨銳機（工具與切刀研磨機）包括用以研磨瓷金或硬金屬工具尖部與針布磨銳機。
（3）研磨機，不同形式者（例如內表面研磨機，無心表面研磨機，表面研磨機，螺紋研磨機，用以研磨閥與閥
座之機器），其功用在於將經過其他機器加工之工件表面再細加加工至所需之精密度。
本組包括，例如：
（a）無心磨床。這些機器的特徵係無心軸的兩磨輪（硏磨砂輪和調節輪）及一保持工件位置的支撐片。
（b）外圓磨床。這些機器的特徵係為一具有主軸的支撐體，用以支撐並移動工件，並以一或多個磨輪加工。
可加工工件外表面、內表面或兩者（萬能外圓磨床）。
（4）搪光與研光機，用以產製精密配合之表面。
（5）拋光機，用以精加工工作物之表面。
（6）雕刻機，不包括歸屬第 84.59 或 84.61 節者。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章
之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工具或手或腳踏板操作之磨輪（第 82.05 節）。
（b）噴砂機（第 84.24 節）。
─ 1265 ─

Ch.84
（c）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d）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e）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f）金屬品除砂、除銹或拋光用旋轉鼓（第 84.79 節）。
（g）測試用機器與裝置（第 90.24 節）。
。
。。

目註解：
第 8460.12、8460.22、8460.23、8460.24 及 8460.31 目
有關「數值控制」見第 8458.11 與 8458.91 目註解。

84.61-刨製、插削、拉製、齒輪切削、齒輪研磨、齒輪精製、鋸切或切斷用之工具機及其他未
列名切削金屬或瓷金之工具機。
8461.20-牛頭刨床或插床
8461.30-拉床
8461.40-齒輪切削、齒輪研磨或齒輪精製機
8461.50-鋸床或切斷機
8461.90-其他
本節包括以去除金屬或瓷金為加工方式之工具機，不列入或包括於其他節者。
一般而言，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以手或腳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在本節內。後者之機器別於第 82.05 節
之手工具與第 84.67 節之手提工具之處，在於其設計為安裝於地板上，檯面上，牆壁上或另一機器上，因而通常
設有一底板、安裝框架、檯架等。
本節包括：
（1）龍門鉋床，係借助具有單切邊之工具，以加工物品之外平面或區域面。此類工具機為工具固定而工作檯固
持欲鉋削之物品作往復之平面運動。但是，某些大龍門鉋床諸如地坑鉋床或刨邊機則具有一固定檯以加工
極長之物品（例如軌道）。
某些龍門鉋床裝配有一個或兩個輔助或額外之銑床刀架以替代相同數目之鉋削刀架。此類工具機稱作
「鉋銑機」仍被列入龍門鉋床，即使可能減低工作檯之速度以行銑切工作者。這些機器不可與第 84.59 節之
稱作「龍門銑床」之銑床混淆，其樣子相似於龍門鉋床，但僅備有銑刀架。
龍門鉋床除了鉋刀架之外亦可加裝一個或兩個研磨滑件。加裝這類研磨頭使得龍門鉋床可以當作檯面
整修機。某些機型同時裝有鉋刀架、銑刀架與研磨滑件，而其他機型則裝有執行插製之裝置。
（2）牛頭鉋床，為以鉋削原理操作之工具機，其與龍門鉋床之區別處在於工作物固定而刀具則作往復直線運動
以行鉋切工作。由於工具支持架為懸固的關係，因此其最大行程受到限制，故牛頭鉋床通常限制於尺寸大
小之物體。
（3）插床，為以鉋削方式操作之工具機，其工作物在切削時不動，但刀具則以垂直方向或成傾斜之方向作往復
運動。這些機器依用途言係其插削工具具有短滑動行程之特徵；插衝床用以執行將特別厚之工作物之大量
材料快速去除之工作。
此類機器使用滑動工具（具有單切之刀緣）；或一衝頭（具有四個切刀緣）；垂直插床，具有橫向位
移滑桿之插製，稱為「起槽機」之機器（以拉或推行之），其加工情況與拉床相同，不同處為使用之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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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拉床。工具（拉刀）以拉或推的方式橫過工件或通過一孔，用以表面加工或鉋削。不同形式之拉床有裝設
簡單滑桿之水平或垂直型機器；雙拉刀機器（「雙重機」），系由兩個滑桿各具有一拉刀或拉壓床，以壓
力作用拉刀之垂直型機器。
（5）切齒機，齒輪磨床與磨輪尖製機。本節包括之切齒機為特別設計來自圓筒形或圓錐形胚體去除金屬以製作
齒輪之機器。
齒體切削機主要依以下方法加工：
－模數控制銑切方式，其具有一銑削圓盤或錐形切刀當作刀具。本方法目前用來切削正齒輪；
－複製切削方式，其齒輪之齒以一鉋削工具（直切工具）製成。本方法用以切削斜齒輪與圓筒形齒輪；
－以嚙合方式切削，使用諸如蝸輪滾齒刀，齒條切削工具（或螺紋刀具）或小齒輪刀具（圓形切刀用）。
本方法可以加工內外表面之直齒輪，斜齒輪與錐形齒輪；
－研磨料切削方式。
（6）鋸床。依使用之工具之形式，以下之本類機器可以區分為：
－往復式鋸床或擺動式鋸床，其刀具由往復直線運動之直齒刀片組成。
－圓形鋸，係使用外端緣有齒且快速旋轉之圓形刀具。這種刀具一般稱為「開縫鋸刀片」或「插鋸刀片」；
－帶鋸鋸床，其用一很長之刀片，刀片之一邊有齒而刀片之端部連接構成一帶狀。
（7）切割機。此類機器別於鋸床之處在於使用之刀具。其刀具可以使用類似車床工具之切刀，或研磨料或金屬
製之圓盤。
－切割機使用之切刀有兩種方式：
一種加工方式與滑動車床相似，其不同處為刀具支持架不能縱向移動。不像車床之鞍座般可縱向移
動。
另一加工方式與主軸旋轉機相像，其刀具本身為固定，而欲加工工作物在支架上移動。但其與後者
不同處在於工作物僅可在一個方向移動。
上述兩種切割機僅能執行一種切割操作。
操作方式類似車床之切割機由一大直徑之中空主軸在旋轉之工作物上加工所組成。一很短之床台支
持可以橫向移動之一或兩個工具支持器。操作方式類似主軸旋轉機之切割機，欲被切割之工作物固定在
可以移動之支持架上。切刀具本身固定在機器上面而由一高速旋轉之冠頂組成，切刀工具以環的形式裝
設在該冠頂上；
－具有研磨料圓盤之切割機之構造與圓鋸相似，而將開縫鋸刀片代之以雙邊研磨輪；
－具有金屬圓盤之切割機，亦稱為摩擦鋸床，其特性利用不具齒邊之軟鋼圓盤操作。
該圓盤可以設溝槽，在圓盤之週緣漸漸緊靠工作物，但不需緊密接觸工作物，其調速便能即刻令工
作物接近之部分融化。這種現象為摩擦刀與陷於圓盤與被切割金屬之間的空氣氧化作用聯合造成之結果。
（8）銼機，其與往復式鋸床之設計相似但其使用銼刀而非刀片。
（9）雕刻機，不包括屬於第 84.59 或 84.60 節者。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
章之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工具（第 82.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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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
刀（水射流）切削機械（第 84.56 節）。
（c）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d）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e）第 90.24 節之測試用機器與用具。

84.62-鍛造、鎚造或模壓衝製之金屬加工工具機（包括壓床）
；彎曲、摺疊、矯直、矯平、剪切
、衝孔或衝口之金屬工具機（包括壓床）
；上述未列名金屬或金屬碳化物加工用壓床（＋
）。
8462.10-鍛造機或模壓衝製機（包括壓床）及鎚造機
-彎曲、摺疊、矯直或矯平之機器（包括壓床）：
8462.21--數值控制者
8462.29--其他
-剪機（包括壓床），衝剪複合機除外：
8462.31--數值控制者
8462.39--其他
-衝孔或衝口工具機（包括壓床），包括衝剪複合機：
8462.41--數值控制者
8462.49--其他
-其他：
8462.91--液壓機
8462.99--其他
本節包括某些工具機，列於節名中，其藉改變金屬或金屬碳化物之形狀或形式以行加工。
一般而言，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以手或腳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在本節內。後者之形式與第 82.05 節
之手工具及第 84.67 節之手提工具之不同處在於其通常設計來按裝在地板上，檯面上，牆壁上或另一機器上，因
而通常設有底板，按裝框架、檯架等。
本節包括：
（1）鍛造與衝壓機。廣泛言之，鍛造包括將加熱之金屬利用衝擊或壓力加工，以除去攪煉熔渣（去外表雜物）
或金屬成形。除了去除外表雜物之情況金屬被加工成球形外，卻被成形之金屬為半成品之形式諸如中胚，
小胚或薄桿，或是成通常為圓形斷面桿或棒條之形式。鍛造可以更明確地說為使用熱而不用模子之操作。
衝壓（或切斷）為藉衝擊或壓力迫使金屬填充稱為印模之金屬模之中空剖份。該操作對硬金屬（大多
數為鋼）而言係在熱之情況下進行或是對軟金屬而言係在冷之情況下進行。通常使用沖床為之。
衝壓或切斷的過程中模子完全將工作物包圍。但在某些情況下單一之金屬模僅用來加工工作物之一部
分。這種模則稱為衝模而該操作則稱之模鍛。
衝壓機可以消除衝壓或切斷時產生之壓擠餘料。這種修邊操作由特殊之切模協助而得。由一精密之模
形衝壓件執行之精加工操作事實上被描述為尺寸矯正。這種尺寸矯正達成所需之精確尺寸。
以下為特別設計來執行上述操作之工具機之例子：
－鐵鎚，落鍛與落鎚（機械式，液壓式或氣壓式鎚與汽鎚），係由一連串之短且驟之震動操作。
－金屬加工用壓床，其由連續之壓力操作。但不是設計來專為金屬加工用之一般用途壓床除外（第 84.79 節）
。
（2）彎曲機。此類機器包括用以加工扁平物品（薄片，板與條）之機器，係藉將物品通過三或四組滾子，而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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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圓筒形曲線（這種機器之滾子為平行如同管子成形機者）或為錐體形（其滾子不平行）者；加工非扁
平物品之機器（桿、棒條、角鐵、型鋼、型材、管件）。這類機器藉由成形滾子以壓彎的方式加工，或對
管子（特別是油管）之彎曲，係藉由抽拉其端部但主要部分由一固定之圓筒支持。
（3）摺疊機。此類機器包括下列各項：
（a）加工扁平物品用之機器。扁平物品之摺疊由在具有直線之薄片（條）作成一永久變形之小半徑，而不破
壞金屬構成。
（b）加工非扁平物品之機器。桿、棒、管、角鐵、型鋼，與型材之摺疊與成形加工（見上述（2）項）相同，
絲線彎曲包含在單一平面內給予曲率。執行更複雜操作之絲線彎曲機（例如彈簧製造機），不構成簡
單之摺疊機而列入第 84.63 節。
（4）矯直機與矯平機。此類機器用以矯正非扁平物品，諸如絲線、桿、棒、管、角鐵、型鋼，與型材者，或矯
正扁平物品，諸如薄片或條板，在製造後處理瑕疵之用。
例如矯平機包括以下各項：
（a）滾子式之矯平機，其由一系列之平行滾子（或滾筒）所組成，或為滾子數目小（5 至 10）但直徑較大及
剛性較高，或為滾子數目大（一般 15 至 23）但直徑較小，可撓性較高，並由一組等數目相對的滾子所
支承；
（b）藉由抽拉以矯平用之檯面，其中不平之瑕疵由稍做永久性伸張而消除。
（5）剪機。剪切過程包含兩個剪切工具面對同一平面垂直作用到欲被剪切之金屬上。此類工具穿過承受塑性變
形之金屬，在漸進之愈來愈大之壓力與貫穿下，金屬之纖維便沿著剪刀線破裂。
這類機器包括：使用剪刀片之平衝剪，搖桿剪與截斷剪；使用圓盤或錐台形式之刀具以代替剪刀片之
旋轉式剪機。
（6）衝孔機，利用兩個刀具以其中一個刀具在另一個刀具上作滑動地調整而行穿孔，衝口或切割金屬者。衝孔
工具稱為衝子而另一個工具稱為模座。金屬有如在剪時一般產生破裂，而得到之孔形狀依工具形狀而定。
這種形狀之不同機器包括利用衝孔製作齒輪之機器。
（7）衝口機為用來加工各種斷面（L，T，I 或 U 斷面）與半圓形之小機器，以備將其裝配起來（例如、凹槽、長
槽、卡榫與鳩尾），或僅用以將其切割或穿透。
（8）擠製機，用以擠製桿、棒、絲線、角鐵、型鋼、型材、管等。這類擠製機設計來迫使一塊金屬經由衝子之
協助通過一擠模。依金屬之展性決定以熱作或冷作執行該操作。
（9）利用燒結方式模製金屬粉之壓床。
（10）將金屬廢料壓縮成包之壓床。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章
之工具），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工具（第 82.05 節）。
（b）金屬加工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c）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d）用以壓印門牌之機器（第 84.72 節）。
（e）生鐵軋碎機及鑄鐵廢料壓碎機（第 84.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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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彎曲、摺疊及矯直半導體導線架腳之工具機（第 84.86 節）。
（g）測試用機器與裝置（第 90.24 節）。
。
。。

目註解：
第 8462.21、8462.31 及 8462.41 目
見第 8458.11 與 8458.91 目註解。

84.63-其他加工金屬或瓷金而不切削材料之工具機。
8463.10-條、管、型、線或其他類似品抽製機
8463.20-螺紋滾製機
8463.30-線材加工機
8463.90-其他
第 84.62 節之工具機除外，本節包括加工金屬或瓷金而不切削材料之工具機。
一般此類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由手或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在本節中。後者之手或踏板操作之型式與
第 82.05 節之手工具以及與第 84.67 節之手動加工之工具之區別於其係設計來裝在地板上，檯面上，壁面上或其他
機器上，因此通常備有底板，按裝框架、檯架等。
本節包括：
（1）抽製機（抽製檯），用以細抽條、管、型、段、線或類似產品。
（2）螺紋滾製機，利用滾與壓而非切削方式製螺栓或螺絲上之螺紋。
（3）製線機，例如用以製造如彈簧、倒檯線、鍵、銷、線釘或釘書針以及檯之線製物品。本節亦包括特別設計
來製造線格式網之機器，不同於一般之纖維織布機，且兩者各有其製法與組成零件。使用預先皺摺之金屬
線之組合織機不包括在內（第 84.79 節等）。
製造金屬線或混合纖物及金屬絲線之繩索或撚股纜線亦不包括在內（第 84.79 節）。
（4）用以在製造電燈白熱絲時製渦漩細金屬線之機器。
（5）別於第 84.62 節之壓床之鉚接機。
（6）型鍛機，其令管或條被迫通過旋轉模以縮小直徑。
（7）施壓成型車床。此類機器別於第 84.58 節之處為藉將金屬變形操作。
（8）用以將渦旋金屬製成撓性管之機器。
（9）電磁脈動金屬成形機（或磁力成形機），使用磁力線之力成形，無須去除任何材料，金屬工件通常為管狀，
藉助模子而得。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類一般規定（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不包括第八十二章之工具），
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工具（第 82.05 節）。
（b）捆包貨品之捆包機，封閉罐頭或其他容器之機器（第 84.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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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工金屬用綜合加工機，單體結構機（單站機）及多站聯製機（第 84.57 節）。
（d）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e）測試用機器與裝置（第 90.24 節）。

84.64-石、陶瓷、混凝土、石棉水泥或類似礦物材料加工工具機或玻璃冷作工具機（＋）。
8464.10-鋸床
8464.20-磨床或拋光機
8464.90-其他
一般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由手或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在本節中。後者之手或踏板操作之型式與第
82.05 節之手工具以及與第 84.67 節之手動加工之工具之區別在於其係設計來裝在地板上、檯面上、壁面上或其他
機器上，因此通常備有底板、按裝框架、檯架等。

(Ⅰ) 石、陶瓷、混凝土、石棉水泥或類似之礦物材料之加工機器
本組不僅包括天然石頭加工用之機器，亦包括其他類似之硬質材料加工機器（諸如陶器、混凝土、人造石、
石棉－水泥等）。寶石或半寶石加工用之大部分機器雖有其特殊性質（精密度高等），但仍分類於本節中。
本節包括：
（A）鋸或切割機，諸如：
（1）鋸切機本身（環形鋸，帶鋸，及往復鋸，包括無齒刀片鋸等）。
（2）圓盤（例如磨料）切割機，包括在混凝土表面或在建築用石上製溝紋或切除錯誤之連接物用之機器。
（3）螺旋形金屬絲切割機。係由數搓成螺旋形之股絲所製之環狀鋼絲組成，並在一系列刻有溝槽之滑輪引
導下操作。鋼絲藉砂石粉與水之磨擦混合料之助，用摩擦力切入石中。
（B）割裂或劈開用之機器。
（C）使研磨、光滑、拋光、磨成細粉等用之機器。
（D）鑽孔或銑用之機器。
（E）車、雕刻、割切鑄模等用之機器。
（F）割切或修整磨輪用之機器。
（G）陶器加工用之工具機（鑽孔、割切、銑、拋光等），但陶土漿或未鍛燒之陶瓷物品加工用之機器（例如陶
土鑄模或定型用之機器，第 84.74 節）除外。

(Ⅱ) 玻璃冷加工之工具機
本組機器包括玻璃冷加工（cold working）之工具機，但不包括玻璃熱加工者（即玻璃加熱至成為液體或具可
塑性者）（第 84.75 節）。但事實上在某種情形下將玻璃略為加熱以便利某種加工用之機器仍歸入本節，因待加
工之玻璃仍保留硬性物質之堅度之故。
許多此類機器之操作情形與上述(Ⅰ)之石類及類似材料加工機器之操作情形相似。
反之，此外之其他機器係用於較特殊之工作，例如裝璜性之修飾，或若干特殊用途（例如，光學品或鐘錶之
製造）。尤其是以下所列應歸入後一組之範疇內：
（1）輪型或鑽石型之玻璃切割機。
（2）玻璃切割（成型）機，切割小平面、或切割玻璃製品用。
（3）整形、研磨等用之機器，主要係使邊緣光滑，使基座平坦，或修剪模製品等之用。
（4）拋光機。拋光工作有仍需繼之以更特殊之整理工作，如由氈狀圓盤機加工使其光滑；此類機器亦歸屬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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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磨輪或鑽石型之雕刻機；但噴砂雕刻機不包括在內（第 84.24 節）。
（6）修飾或拋光光學玻璃、眼鏡或鐘錶玻璃用之工具機。這些機器包括圓形玻璃切割專用機，用以切割眼鏡之
接目片者，及光學玻璃之定形或拋光機用以磨擦透鏡，三稜鏡、眼鏡片（球形、環形、圓柱形、複焦點等）
等之表面者。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一般規定（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之零件與附件（第八十二章之工具除外），
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工具或手或踏板操作之磨輪（第 82.05 節）。
（b）第 84.45 或 84.46 節之玻璃纖維撚紗機，紡織機及其他機器。
（c）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機械（第 84.56 節）。
（d）手提工具，電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e）壓碎、研磨、混合、模製、黏聚、鑄造、造磚等用之機器（第 84.74 節）。
（f）切割、標記或刻痕半導體晶柱晶或晶圓之工具機（例如：晶圓畫線機）及研磨、拋光或磨光半導體晶柱或晶
圓或平面顯示器之工具機（第 84.86 節）。
。
。。

目註解：
第 8464.10 目
本目包括第 84.64 節註解(Ⅰ)

84.65-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加工工具機（包括釘製、訂製
、膠合或其他裝配工具機在內）。
8465.10-工具機，在加工操作過程中，毋須更換刀具而能完成不同操作者。
8465.20-綜合加工機
-其他：
8465.91--鋸床
8465.92--鉋床、銑床或模製（切削製作）機
8465.93--磨光機、砂光機或拋光機
8465.94--彎撓機或裝配機
8465.95--鑽孔機或榫眼機
8465.96--開縫機、切片機或剝切機
8465.99--其他
本節包括木材（及由木料所製之材料）、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質塑膠或類似之硬質材料（例如角、象
牙棕櫚、珍珠母、象牙等）之成形或表面加工（包括切割、成形與裝配）。
本節不包括雖加工屬於本節之材料，但在開始加工時，這些材料並無硬質材料特性用之機器。基於該理由的
關係，切割或切片軟塑膠或未經硬化橡膠之機器亦不包括在內（第 84.77 節）。本節甚至於不包括由粒狀材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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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製造物品之機器，諸如塑膠材料模製機（第 84.77 節），木材或其他類似木質物之顆粒或纖維黏聚機或模製
機（第 84.79 節）或其他類似之機器。一般而言本節亦不包括雖用以處理本節所述材料但非將之加工或在其表面
加工之機器與裝置，例如木材乾燥或藉乾燥令其變舊之設備（第 84.19 節），軟木擴張用的機器（第 84.19 節）或
用以壓縮，黏聚或浸漬木材之機器（第 84.79 節）。
一般此類工具機為動力驅動，但由手或踏板操作之類似機器亦包括在本節中，後者之手或踏板操作之型式與
第 82.05 節之手工具以及第 84.67 節之手動加工之工具之區別在於其係設計來裝在地板上、檯面上、壁面上或其他
機器上，因此通常備有底板、按裝框架、檯架等。

（A）通常非專供特殊工業用機器
本組包括：
（1）各種鋸機，藉通常設有齒之刀或鏈來操作者，包括：
（a）帶往復移動刀具之鋸機，例如，橫向切割圓木用之具正向齒刀之鋸機，以及用以切割粗木料成厚板之立
式或臥式框架線鋸。
（b）刀具迴轉之鋸機。這類機器包括鏈鋸與帶鋸，諸如立式或臥式帶鋸，四分之一與二分之一帶鋸，切利
奧帶鋸或桌帶鋸以及各種特殊機器諸如製造木製地板用之木塊、木條、飾條等用之多條帶鋸與造紙工
業用帶鋸。
（c）刀具本身旋轉之鋸機。本大組包括所有以作圓形移動之一個或以上之具齒刀行切割之所有機器。例如，
其包括擺鋸，刀具縱向切割方向之切割鋸，縱向切割用之徑向鋸，塊木切割鋸，圖形長切割鋸，切割
端緣圓形鋸，檯鋸，細工木匠用鋸，圓板切割鋸。
（2）模製與刨平機，其係利用刀片在工件之表面上製備，將材料片屑去除。這類機器包括加工一個或兩個表面
之機器以及可以加工至四個平面之刨平機。
（3）模製與銑製用機器，其係使用在表面輪廓上作旋轉之刀具將材料屑去除以成型工件。例如這類機器包括至
軸模製機，單端製卡榫機，製榫眼機，製槽機，製沈頭孔機，模式銑製與凹槽製作機；複製機（別於車床
者），1,2,3 或 4 邊模製機，工作旋轉之外形輪廓成形機，長槽製作機與圓木材銑製機（Canters）。本組亦
包括 CNC 銑製用機器。
（4）綜合加工機 （見本章目註 1），又稱 CNC 綜合加工機。此種機器必須執行幾種加工之操作，且它們必須能
依加工程式自動由工具槽匣或其類似物中更換工具。因此，本組包括藉由一槽匣或其類似物中自動更換工
具，以執行兩個或以上之加工操作之工具機，反之使用單一刀具或幾個刀具同時地或依序地執行一個加工
操作之工具機（例如，多軸鑽機或多切刀銑床）則按鑽孔或銑製機器歸列該目下。
（5）磨光機、砂光機與拋光機。磨光機使用磨石，其主要用來製作諸如象牙棕櫚果實，硬質橡膠，角與獸牙之
硬質產品。
砂光機使用研磨劑改進工作之表面精度與尺寸之精確度。本組包括具振動作用，帶式磨器、圓盤磨器，
捲線軸與鼓式磨器之機器。所謂光滑機亦屬本組範圍。
（6）彎撓機，將工件之形狀或物理特性以機械方式在其結構上作改變。
（7）裝配機。
這些包括：
（a）利用黏合劑、膠合劑或膠紙將兩個或以上之零件組合在一起之機器。本組包括薄板疊接機、厚板膠合機、
板條成型機、框架夾、構架夾、合板與疊層板用壓床、鑲薄板壓床。此類機器得含有供木材表面塗佈
黏膠用之裝置。
（b）使用釘，釘針，線等而達結合用途之機器。
（c）不使用黏合劑或因緊件而達結合用途之機器，例如擠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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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鑽孔機。這類機器主要使用一旋轉刀具（主軸或螺旋錐）以鑽一圓形孔者。刀具之中心與欲被鑽製孔之中
心係沿一共同軸線。本組包括單及多鑽軸機，結孔鑽孔與筍孔鑽孔機。本組亦包括 CNC 鑽孔機器。
（9）榫眼機。這類機器使用鑿子，榫眼鏈或刳鑽以切削非圓柱形孔，例如，長槽，鑿子或鏈式榫眼機。
（10）開縫機、衝壓機、碎片機、剝切機及切片機。所有此類機器均機械式地改變工（作）件而無須去除木材之
片屑。
這些包括：
（a）開縫機，利用楔子作用以在木纖維結合材上開縫。這類機器包括圓木材開縫機，薪柴開縫機，樹根開縫
機與柳樹、竹、藤開縫機。
（b）衝壓機係利用衝擊切割而將材料成型，例如薄板衝壓機。
（c）斷片機製作相似大小與形狀之小件木材。這類機器包括細片切割機，粒狀材製造機，木棉製造機以及斫
鑿平機。
但用以製造木漿用之除纖維機不包括在內而係歸入第 84.39 節中。
（d）木材剝皮機或切片機使用一直邊切分以製造薄片，利用切片機（用以製造薄板之機器）或木材剝皮機
（用以製造合板生產之薄片）。
本組亦包括使用直線刀片之薄片剪切機、斜接修邊機與豎框切割機。
（11）車床，藉工件之繞本身軸線運動而製作，刀具並不旋轉。本組機器包括所有之車床，包括複製車床。
（12）除樹枝或樹皮之機器。
（13）木材用剝樹皮機械（圓木除樹皮機，桿柱剝皮機，等），不同於第 84.24 節之噴水脫樹皮機與第 84.79 節之
剝樹皮鼓。
（14）處理圓木之結孔搪孔機（例如用於製造紙漿）。
本節亦包括可以執行不同形式之加工操作而不需改變刀具之機械。
例如：
（1）具有不同功能之幾種機器成一單元之聯合細木工機，其中各機器獨立地被使用。使用這種機器時在各操作
之間，工件必須以手動協助。這類機器包括表面刨平配合一個或以上之其他操作之機器與鋸切──模製─
─準眼機。
（2）多用途機，不像前述之機器組需要手動協助，因此在工件置入機器後便不再需手動協助。這些機器括單端
的心軸卡筍機，雙端卡筍機，用以定位硬體設備，合板釘孔等之機器，使用黏劑與精加工之製配機器（用
以製造薄片條或由車床製作鑲板）。

（B）特殊工業專用之工具機
本組包括：
（1）製桶業用機器（例如，桶板連接、桶板刨平、桶板彎曲、桶板切溝用機器；木桶裝配機；木桶裝箍機）。
但本節不包括蒸桶或桶板用之用具（第 84.19 節）。
（2）鉛筆製造業用之機器。
（3）鐵路枕木榫合或鑽孔用之機器。
（4）刻木機、雕刻機，包括複製機。
（5）木粉磨製機，但本節不包括紙漿工業用之去纖維機器（第 84.39 節）。
（6）釘、裝釘、膠黏或以其他方法裝配盒、板條箱、箱、木桶等用之機器。
（7）製造木鈕釦之機器。
（8）製造木屐、木鞋底或木後跟或鞋架用之機器。
（9）柳條、杖等加工用之機器（脫皮、劈開、製圓等用），製造籃及柳條產品之機器除外（第 84.7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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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包括工具機之用於軟木作業者（例如，鋸、切除、切割、磨光），及用於骨頭、硬橡膠、硬質塑膠及類
似之硬質材料作業者。這些機器一般之設計原理與木材作業工具機之原理相同。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工具機零件與附件（第八十二章之工具除
外），應歸入第 84.66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製造紙漿用之竹材壓碎機、木片割切機及圓木磨碎機（第 84.39 節）。
（b）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或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機械（第 84.56 節）。
（c）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第 84.67 節）。
（d）半導體包裝時，清除金屬接線腳上雜質之雜質清除機（第 84.86 節）。

84.66-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56 至 84.65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包括工作物或工具夾持器，自開
螺模頭、分度頭及其他工具機用特殊配件；各種手提工具之工具夾持器。
8466.10-工具夾持器或自開螺模頭
8466.20-工作物夾持器
8466.30-分度頭或其他機器用特殊配件
-其他：
8466.91--第 84.64 節工具機用者
8466.92--第 84.65 節工具機用者
8466.93--第 84.56 至 84.61 節工具機用者
8466.94--第 84.62 或 84.63 節工具機用者
除歸入第八十二章之工具及根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
（A）第 84.56 至 84.65 節所屬機械之零件。
（B）這些機械之附件，即與這些機械連用之輔助裝置，例如：用以改進機械，擴大其工作範圍之可互換裝置；
用以提高精確度之裝置；對機械主要功能起某種伺服作用之裝置。
（C）用作任何類型之手工具之工具夾持器。
歸入本節且範圍極廣之零件及附件包括：
（1）工具夾持器，引導或操作工具並使此類工具零可互相更換者。
其種類繁多，例如：
夾頭；攻螺絲模與鑽頭之夾件；車床刀架；自開螺模頭；磨輪夾持器；用於搪磨機中之搪磨本體；搪
桿；用於六角車床之旋轉塔，等。
本節亦包括設計來用手操作之任何類型工具之工具夾持器。這類夾持器通常設計供第 82.05 或 84.67 節
之工具用，但本節亦包括撓性軸設備之工具夾持器。（亦見第 84.67 與 85.01 節之註解）。
（2）工作物夾持器，其設計夾持及有時候用以操縱（當特定操作需要時）正在該機器加工工件之部分。此類包
括下列：
車床頂尖，各種機械式或氣壓式之車床夾頭與其夾顎，工作物夾持板及檯（不論是否有測微調整或固
定裝置者）；夾緊件與角板；墊木與楔子；固定式，環轉式或調整式機械虎鉗；穩定用之支柱（環形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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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來在轉動時用以支持長工件，以防止其產生彎曲現象並且克服因工具壓力造成之振動）。
（3）開槽及車削球面用之輔助裝置。
（4）複製用附件（包括電動或電子操作者在內），依模型將工作物自動複製用。
（5）表面精加工用附件、製配於車床、刨床、成形用等機器上。
（6）機械式或氣壓式之附加裝置，在加工過程中自動控制工作物或刀具之加工程序。
（7）其他特殊輔助用附件，其設計來在不需實際參與操作而能增加機器之精確度。其包括定心或定高度之附件，
分度頭；指標表；測微器檯架停止件；檯架間隔附件等。此類附件縱使配有光學裝置以助閱讀刻度或作調
整之用（例如「光學」分度頭）仍歸入本節。但本節不包括本身即係光學儀器者，諸如定中心用顯微鏡（第
90.11 節），對齊或安水平用之望遠鏡以及投影試驗用具（第 90.31 節）等。

本節亦不包括：
（a）第 68.04 節之磨輪及類似之研磨工具。
（b）磁性或電磁濾油器（第 84.21 節）。
（c）起重或搬運用之輔助裝置（例如，平衡千斤頂，在機器行加工時有時用來支持巨大或笨重之工作物）（第
84.25 節等）。
（d）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離合器及類似傳動設備（第 84.83 節）。
（e）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86 節所屬機器及器具之零件及附件，包括工作物或工具之夾持器及其他工具機或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用之特殊配件（第 84.86 節）。
（f）電氣（包括電子）零件及附件（例如，磁性夾頭與數值控制板）（第八十五章）。
（g）量測或檢驗裝置（第 90.31 節）。
（h）轉數計及生產計數器（第 90.29 節）。
（ij）裝於機器上之刷子（第 96.03 節）。

84.67-手提工具，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之原動機者。
-氣動：
8467.11--旋轉式（包括旋轉衝擊複合式）
8467.19--其他
-裝有電力原動機者：
8467.21--所有種類之鑽孔機
8467.22--鋸子
8467.29--其他
-其他工具：
8467.81--鏈鋸
8467.89--其他
-零件：
8467.91--鏈鋸用
8467.92--氣動工具用
8467.99--其他
本節包括工具之配有電動原動機、壓縮空氣原動機（或壓縮空氣操縱之活塞）、內燃原動機或其他任何非電
動原動機者（例如小型水力渦輪）者；壓縮空氣原動機的壓縮空氣通常由外部供給，如係內燃原動機，其點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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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有時會分開放置。如係氣動工具，壓縮空氣之動作有時會以液壓輔助。
本節所包括者僅為此類工具之以手操作者。所謂「以手操作之工具」，即指設計在應用時，持於手中之工具，
以及較重之工具（諸如泥土撞舂機）而可移動者，尤其在工作進行時，可用手提起及移動者；及在操作時亦可用
手控制或引導者。又為免操作時須提取工具之全部重量而發生疲勞起見，亦可與輔助支持裝置（例如三角架、千
斤頂架、架空起重轆轤）同時使用。
然而，本節所屬的某些以手操作的工具，允許暫時性的固定在支架上，且支架與其同時進口，假如工具符合
上述「以手操作」之定義，仍分類於此。
本節亦包括有些工具可能裝配有輔助裝置者（例如，風輪和當工作時除去或收集灰塵的集塵袋）。
本節不包括重量、體積等太大而顯然不能用手操作如以上所述者。亦不包括裝有基板或其他設計，以固定於
牆壁、工作檯、地板等之工具（不論可否移動者），具有裝置以行駛於鐵軌之工具（例如鐵軌枕木鑿榫眼機或鑽
孔機），及裝有輪子之推走式或類似手推機器，例如混凝土、大理石或木製地板等之研磨機。
本節亦不包括由含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工具之工具夾持器與具有撓性軸之獨立火花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所組
成之組合工具；該工具夾持器應歸入第 84.66 節，具有撓性軸之火花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應歸入第 84.07 節，而工
具則應歸屬其本身適當之節。
本節所屬工具包括操作各種材料和使用於各種工業的工具。
依據上述條件，本節之工具尚包括：
（1）鑽孔、攻螺絲或紋孔機。
（2）搪孔機、岩石鑽鑿機等。
（3）板鉗、螺絲起子、螺帽安放器與類似物。
（4）平面、標準、表面或類似用具。
（5）銼機、研磨機、砂磨機、磨光機等。
（6）金屬絲刷機。
（7）環形鋸與鍊鋸。
（8）各種錘，諸如砍削錘、去垢錘，填隙錘、打鉚釘錘、混凝土擊碎錘等。
（9）擠壓型鉚釘機。
（10）金屬片切刀（剪切型或切片型）。
（11）翻砂廠用之沙土撞捶器，將鑄模內之成品與模脫離用之脫模工具、模子震動器。
（12）築路時使泥土堅固用之撞捶器等。
（13）自動鏟。
（14）混凝土震動器，使混凝土均勻流動及凝固之用。
（15）樹籬整修工具。
（16）水力推動之鍋爐型去垢機。
（17）車庫用之壓縮空氣型潤滑鎗。
（18）用於修剪草地，沿著牆壁，花壇或小樹叢等之割草用之手提機器。這類機器具有一裝設於輕質框架內之內
燃機，且通常設有由一個或以上之薄尼龍線構成之切割裝置。
（19）手提叢林切斷器，具有自備內燃機、驅動軸（固定或撓性者）及工具夾持器，與供裝於工具夾持器內之各
種可互換切削工具同時進口者。
（20）成衣工業使用的織物裁切器。
（21）雕刻工具。
（22）電手剪，包括一固定的刀片核活動的刀片，係藉由裝電動機操作者，其係供裁縫師和製帽商的工作坊、家
庭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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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工具之零件（第 84.66 節之工具夾
持器除外）。
*
* *

本節不包括：
（a）研磨、磨銳、拋光、切削輪及其類似品，以石料、陶瓷或凝聚研磨材料製造者（第 68.04 節）。
（b）第八十二章之工具。
（c）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第 84.07 節）。
（d）空氣壓縮機（第 84.14 節）。
（e）液體或粉末噴霧器、噴沙器具及類似品（第 84.24 節）。
（e）電力草地割草機（第 84.33 節）。
（f）電動家用器具（第 85.09 節）。
（g）第 85.10 節的電鬍刀、電剪髮器及除毛髮用具。
（h）醫療或牙科用的電動手工具（第 90.18 節）。

84.68-軟焊、硬焊或熔接用機械及器具，不論是否具有切割能力，第 85.15 節所列者除外；燃氣
表面回火機及用具。
8468.10-手持吹管
8468.20-其他燃氣工作機械及器具
8468.80-其他機械及器具
8468.90-零件
本節包括：
（A）軟焊、硬焊或熔接用之機器及器具，不論是否具有割切能力者，由燃氣式操作或別於第 85.15 節所列之程序
者。設計來專為與切割用之機器則分類於其適當之節。
（B）燃氣式表面回火機及用具。

(Ⅰ) 加工金屬等用之燃氣用具
本組所屬之用具係以高熱火焰操作，火焰則為易燃氣體在噴射之氧氣或空氣流中燃燒所產生。
一般言之，此類用具不僅可用於本節中所述之作業，亦可用於其他需要類似高熱之作業（例如某些之初步加
熱，或以金屬填補已耗損之部分或洞穴）；實際上若干用具係專供其他作業之用，但此種用具如以本節所述之其
他用具所用之同樣方式或同一原則作業者，仍歸入本節。
所有此類器具均裝有設備將兩種氣體之兩個出口置於一個噴嘴上，聚集之出口或成同心形或並排；兩種氣體
中之一為燃燒性者（乙炔、丁烷、丙烷、煤氣、氫氣等），另一則係壓縮空氣或氧氣。
本節包括手操作之用具及機器。

（A）以手操作之氣焊等用具（吹管）
吹管之稱謂高壓或低壓式者，係視其設計究係連結於來源為高壓抑低壓之易燃氣體而得名。高壓型者
氣體由壓力產生之速度已足夠產生噴射火焰；低壓型者，則另需一壓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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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吹管之其他結構相當相似。在設計上係由裝有供應管之柄或主體所組成，在管之出口處（噴嘴）
點燃氣體；通常亦含有調節閥等。該項用具則以可撓管連接於外面之氣體任應器上。
為使用具適應相關之工作起見（例如在鼓風爐上開孔，取去鉚釘，製溝或簡單加熱），管及噴嘴通常
可互相更換（可改變之小孔噴嘴，多噴嘴孔，分焰噴嘴等）。若干吹管則係特別設計供特殊作業之用，例
如裝有水冷卻系統之焊接吹管以供重工作用者。

（B）焊接等用之機器
這些儀器所根據之原則與上述（A）部分之以手操作之用具之原則相同，主要係以固定
可調節之吹管組成。本機器之其他部分（例如供料台、鉗、滑動支架及連臂），或係用以使待加工之
部分固定，引導或移前，或使噴嘴依照工作之進度移動或調整。

（C）表面回火用機器
這些機器由許多依所處理之物體形狀安排之噴嘴組成，自噴嘴發出之火焰噴射至物體之表面上，使快
速到達回火所需溫度但此熱不足以穿透表面過遠。表面經到達所需之回火溫度時，即噴以冷液體或將物體
浸浴於冷液體之槽內。

(Ⅱ) 熱塑性物質熔接用之燃氣用具
本節亦包括若干焊接或封合熱塑性材料或其製成品之用具。屬於本節用之器具係以焊接火炬所發生之火焰，
或噴射之熱空氣、氮氣或惰性氣體操作。空氣或氣體可通過氣體加熱管加熱。

(Ⅲ) 別於燃氣器具之熔接用機器與器具
本組包括：
（1）利用槽輪或加熱之鐵行熔接工作之機器與機械器具，別於手提軟焊鐵（第 82.05 節）與別於第 85.15 節之電
器者。
（2）摩擦熔接機。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及器具之零件。
本節亦包括附屬裝置，諸如支座（圓球、滾筒等）。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第 82.05 節之噴燈與燒焊燈。
（b）噴射熔化金屬用之機器及器具（第 84.24 節）。
（c）使用在氧氣噴射流中燃燒鐵或鋼所製造之高溫以切割或穿透岩石或混凝土之器具（第 84.79 節）。
（d）使用氣體與電兩者之熔接、硬焊或軟焊之機器與器具（第 85.15 節）。

[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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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0-計算器及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現及顯示之機器;附有計算裝置之會計機、郵
資機、售票機及類似機器;收銀機。
8470.10-電子計算器，不藉外接電源操作者及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現及顯示
之機器
-其他電子計算器：
8470.21--附有列表裝置者
8470.29--其他
8470.30-其他計算器
8470.50-收銀機
8470.90-其他
本節之所有機器，除某些收銀機外，有一共同特點，即均含計算裝置，使其至少能將兩筆各有數位數字之數
目相加。應注意者，僅計數或逐一加計之裝置，不視為計算裝置（例如：某些郵票粘貼機、轉數計、生產計數器
上之裝置）。本節之機器得以人工或電氣操作。計算工作以機械方法或藉電磁、電子或流體裝置執行之。

（A）計算器及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現及顯示之機器
本組包括範圍甚廣，各種類型之計算器，自僅能作加減之最簡單者至能作加減乘除四種運算及其他數種計算
之較為複雜者（例如開平方根、乘若干次方及作三角計算法者）。其特別包括袖珍型電子計算機及辦公室用計算
機，不論是否為可做程式者。此一組群亦包括具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料記錄、重現及顯示之機器（見本章章註
8)。
具有電腦程式之電子計算機別於自動資料處理機處，特別在於無人介入時無法執行一處理計算用之電腦程
式，此等電腦程式在處理期間需要人員以邏輯決策來修改其執行情況。此類計算機配有一設計來執行複雜數學運
算之微處理機。
計算機包含下列主要部分：
（1）資料輸入時之用手操作者（制楔或游標，鍵盤等）但可能裝有輔助設備以便自動輸入重覆或預先指定之資
料（打孔卡、打孔帶或磁性帶等用之閱讀機）。
（2）由一連串之鍵或一程式操作之計算裝置。程式可能係固定式者，或藉由更換程式中之要素或改變程式指令
而作修改者。
（3）將計算結果以目視顯示器或列表機呈現之輸出裝置。「列表機」附有印出結果之裝置，有時亦可印原始資
料。但不論是否附有此項裝置之計算機均列入本節。
備有印刷裝置之計算機可使用數目及有限定範圍之符號。但其與會計機不同處在於僅能在紙帶上或在紙捲上
作垂直印出。某些裝有輔助裝置，用以在資料媒體上以電碼記錄結果。
這些機器之部分組件（計算裝置、輔助裝置等）可能與機器裝於一起或可能為分開之單元而以纜線連結者。

（B）會計機
這些機器之設計目的在登帳會計文件等。係混合會計功能（即將若干數目彙計總數）及除印刷數字功能外，
尚可印刷文字或符號之功能，以便對所作之會計業務提供適當之說明。
會計機之結構與計算機之構造無明顯之分別。除以人工操作各種資料之輸入部分外（例如借－貸作業），可
能如計算機配有供閱讀打孔卡、打孔帶、磁性帶或磁性卡等之裝置，以便引人重覆資料（賬號、顧客之名稱地址
等）或預先設定之資料（例如賬目餘額）。
會計機器具有數字或文字──數字印刷裝置，故能將兩者以垂直與水平地方式印刷，此為與計算機不同之特
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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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機器大多數係設計與特別即就之格式紙同時應用，諸如付款單、發票、活頁流水帳、日記帳、總帳等，
或檔案卡。部分可同時在兩種或以上之格式紙上繕打（例如在發票及其相對之流水帳以及總帳之分類帳上）。
這些機器亦常備有用以將資料以電碼方式記錄於資料媒體上之器具。有此將資料印明於卡片上，而同時以電
碼方式將結果列記於卡片邊緣之磁軌上。因此結果可作為基本資料以便以機器進一步處理之用。
如計算機一樣這些機器可為自成一單元者，或可由單獨之單元以電線連結所組成者。

（C）收銀機
本組包括不論是否附有計算裝置之收銀機。
此類機器係用於商店、辦公室等，以提供所有發生之交易（銷售、所作服務等）之有關金額、累計金額總數
之記錄，某些情形下，亦提供所賣物品編號、賣出數量、交易時間等之記錄。
資料可藉鍵盤及制楔、槓桿或把手以人工輸入，或藉例如：條碼閱讀機自動輸入。如同計算器及會計機，有
些收銀機也具有輔助設備以供重複或預先設計之資料自動輸入之用（例如：卡片或帶子閱讀機）。
通常，所得結果以肉眼可見的方式來顯示，並同時被印在掣給顧客之單據及定期自機器內取出以供核對之計
數捲上。
此類機器常與保存現金之錢箱或抽屜相結合。
此類機器亦可裝置或相連結諸如增加其計算容量之倍增器、兌換手續費計算器、零錢自動分配器、贈品券分
配器、信用卡閱讀機、支票數字核對機，以及將全部或部分之交易資料以編碼方式轉錄於資料媒體上之器具。假
若個別分開進口，則分別歸列各章節。
本節亦包括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相連結，採線上或非線上作業之收銀機，及利用例如另一台收銀機（以電纜與
其相連結）之記憶體及微處理機，以執行相同功能之收銀機。
本組亦包括信用卡或借款卡之電子支付機。該機器係利用電話網路和授權機構連接，以完成交易，並登錄及
列出信用及借款總數。

（D）其他裝有計算裝置之機器
這些包括：
（1）郵票機；此係在信封上加印圖案以代替郵票之機器。此種機器裝有不可逆轉之彙計總數裝置，即可將所印
圖案之總值彙加。此外常能在信封上作其他印刷之用（例如廣告標語）。
（2）發票機，用以發行票券者（例如電影票或火車票），同時可記錄及計算所發行票之金額之總數，有些此類
機器亦印刷票券。
（3）賽馬賭金計算器。此類機器係用以發行票券，記錄及總計所賭之金額，某些複雜之機器亦可計算畸零數。
僅計算發行之票數而不計算金額總數之機器不歸入本節（第 84.72 節或如以硬幣操作者之第 84.76 節）。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及附件應歸入第 84.73 節。
*
* *

本節不包括：
（a）第 84.71 節之資料處理機。
（b）彙計總重量之秤重機（第 84.23 或 90.16 節）。
（c）計算尺、圓盤計算器、圓筒計算器，及其他根據滑尺或其他數學計算原理之計算儀器包括例如由依照一定程
序以觸針選擇號碼操作之袖珍型加減器（第 90.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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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依照逐個單位計數之儀器，諸如第 90.29 節之轉數計、生產計數器等。

84.71-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符號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
之機器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未列名機器（＋）。
8471.30-攜帶式自動資料處理機，其重量不超過 10 公斤並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理單元，
一鍵盤及一顯示器者
-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
8471.41--同一機殼內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理單元及一輸入、輸出單元，不論是否組合者
8471.49--其他，具系統形式者
8471.50-第 8471.41 或 8471.49 等目除外之處理單元，在同一機殼內不論其是否含有下列之
一個或兩個下列型式之單元：儲存單元、輸入單元、輸出單元
8471.60-輸入或輸出單元，在同一機殼內不論其是否含有儲存單元者
8471.70-儲存單元
8471.80-其他自動資料處理機單元
8471.90-其他
(Ⅰ)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各單元
資料處理為由以預定之邏輯程序以處理各種資料，供一特定用途或多種用途者。
自動資料處理機為依預定之指令（程式）以合乎邏輯之相關作業，提供可利用之資料，在某些情況下亦可作
為處理其他資料處理用之資料。
本節之資料處理機中之操作之邏輯程序，可自一種作業改為另一種作業，而此操作可為自動操作，亦就是說
在作業期間無需人力干預。此種機器大部分係用電子信號操作，但亦可利用其他技術（例如氣壓、流動力或光學）；
有時亦可將兩種或以上之技術混合應用。它們可能為自足式者，即處理資料所需之元件均裝設在同一機殼內，亦
可由許多分離之單元組成一系統者。
本節亦包括上述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之各組成單元之分別進口者。
但是本節不包括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結合一起且執行一特定功能之機器，儀器或裝置。此等機器、儀器或裝置
分類於適合其相對應功能之章節或若不是如此分類則在其他章節（見本章註解總則 E 部分）。

（A）自動資料處理機
本節之自動資料資料處理機必須能夠同時符合本章註 5（A）之條件。亦就是說必須俱有下列之能力：
（1）儲存處理程式或程式，及儲存至少能立即配合程式執行需要之資料。
（2）依使用者要求可自由地被程式化；
（3）按使用者指定的方式執行算術計算。
（4）在無人操作下執行一處理程式，該處理程式需要此等數位處理機藉由處理期間之邏輯決定行修正其執行。
因此僅僅操作固定程式，亦就是說程式不能由使用者修正者之機器不列入本節，即使使用者可以在許多這類
固定程式中選用程式之情形者亦同。
這些機具有儲存能力，並且也儲存有可以適應作業改變之程式。
自動資料資料處理機係以編碼之方式處理資料。一個碼由一組有限之字母組成（二進位碼，標準六位元ＩＳ
Ｏ碼等）。
資料通常藉資料媒體自動輸入，諸如磁帶，或直接閱讀原版文件等。亦可能裝有設備俾可藉鍵盤用人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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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直接由某些儀器提供輸入（例如計量儀器）。
輸入資料係藉由輸入單元將之轉變成為機器所能使用之信號而儲存於儲存單元。
一部分資料及程式可暫時儲存於輔助儲存器中，諸如磁碟，磁帶等。但此類機器須有一主儲存體功能，以便
在執行某一程式時可直接存取。又此主儲存體之儲存量至少須足以儲存處理及翻譯用程式以及正在處理進行中立
即需要之資料。
自動資料資料處理機其中央處理單元，一輸入單元（如鍵盤或掃瞄器）和一輸出單元（如視像顯示單元），
可包含於同一機殼內或可由若干分離之單元互相連結在一起所組成者，後者為系統型式者，其至少包含有中央處
理單元，輸入單元及輸出單元在內（見本章目註 2）。其互相連接得以有線或無線之方式。
一組完整之自動資料處理系統最少須含有下列：
（1）中央處理單元，通常有主儲存體、算術及邏輯元件及控制元件。但亦有各種元件為分離之單元者。
（2）接受輸入資料並將其轉變為機器處理所用訊號之輸入單元。
（3）輸出單元，轉變機器提供之訊號成為可理解之形式（印刷之文字、圖形、顯示於顯示器上等）或成為電碼
式資料供進一步應用（處理、控制等）者。
這些單元之兩種（例如，輸入及輸出單元）可聯合成為一個單元。
一組完整之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係分類於本節，即使一個或多個單元當其單獨呈現時分類於別處（見以下（B）
部分單獨呈現之單元）。
這些系統含有遠端輸入及輸出之單元而構成資料終端機之形式。
此等系統除輸入及輸出單元外也包括與輸入或輸出單元分開之週邊單元，設計來增加系統能力者，例如擴充
中央單元之一種或以上之功能（見以下之（B）部分）。此等單元係插入於輸入及輸出單元（該系統之啟始與結
束）之間，雖偶而亦有以調節及轉換單元（頻道調節器及信號轉換器）連繫於輸入單元之前或輸出單元之後者。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系統之用途甚多，可用於工業、貿易、科學研究及公私行政單位。（見註解第八十四章
總則（E）關於機器內裝有自動資料處理機或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結合，執行特殊功能者，應按特定功能歸列，（本
章註 5（E）））

（B）單獨呈現之單元
除應依本章註 5（D）及（E）規定外，本節亦包括單獨呈現之資料處理系統之組成單元。他們可能是具有個
別外殼形式之單元，或雖無個別外殼但設計供插入機具中（如中央處理器插入主機板中）。此類組成單元應符合
上開（A）項及下面各段所述，視為完整系統之一部分。
一裝置如符合下列情形，則按自動資料系統之單元分類於本節：
（a）能達資料處理功能
（b）符合下述本章章註 5（C）之規範者：
（i）其為專供或主要供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使用者；
（ii）其能直接或經由一個或多個單元間接與中央處理單元相連接者；及
（iii）其能以該系統所能使用之資料形式（碼或信號）接收或遞送資料者。
（c）非屬本章章註 5（D）及（E）規定所排除者
依據本章章註 5（C）註解最後依段，鍵盤、X-Y 座標輸入裝置及磁碟儲存單元，其符合前述（b）(ii)及（(iii)）
之件者，在任何情況下，按資料處理系統之構成單元分類。
若一單元其能達成除資料處理外之某特定功能者，應按其功能歸列應屬之節，如無適當之節可歸者，則歸入
剰餘節（見本章註 5（E））。若一裝置不符合本章註 5（C）之規範或非執行資料處理功能者，則依解釋準則一.
按其特性分類，如有需要則併同解釋準則三.（甲）考量。
單獨呈現之用具如計量或校對用之儀器，雖因加裝之裝置（例如信號轉換器）已可與資料處理機直接連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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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不能視為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之單元種。此等用具應歸入其本身應歸屬之節。
除中央處理單元及輸入、輸出單元外，茲將此類單元列舉如下：
（1）中央處理單元外附加之儲存體【磁卡輸送裝置，磁碟或光碟儲存體，磁帶自動裝置及資料庫、光碟機資料
庫（有時被當為“光碟點唱機”）】。本組亦包含附加之資料儲存裝置，稱之為「專有的儲存體格式」，
無論是內插或外接自動資料處理機，而此裝置可屬磁碟機或磁帶機。
（2）增進中央處理單元處理能力之附加單元（例如浮點算術單元）。
（3）控制及調節單元，諸如控制中央處理單元與輸入或輸出單元相互連接（例如 USB 集線器）。但不包括有線
或無線網路通訊傳輸器具（例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控制及調節單元（第 85.17 節）。
（4）信號轉換單元。外來信號輸入時，將之轉變為機器能瞭解之形式，該機器處理後所得之輸出訊號可用以轉
換成外用訊號。
（5）X-Y 座標輸入裝置，係將位置資料輸入自動資料處理機之單元。該裝置包括滑鼠、光筆、操縱桿、軌跡球及
觸摸感應式螢幕。其共同特性，係其輸入由指示某固定點位置之資料所組成（或被解釋為）。其一般用法
係替代或輔助鍵盤上之指標按鈕控制顯示單元上之指標位置。
本節包括用於以擷取及尋追蹤一個曲線或其他任何幾何圖形之 X-Y 座標輸入裝置繪圖板。此器具一般係
由一個具活性感應面之長方形板及一枝用以產生繪圖之針桿或筆以及一具連結至橫板之圖像尺寸調整器所
組成，以作為輸入資料之用。
本節更進一步包括數位化處理器，它與繪圖板具相似之功能。然而，繪圖板係用以製作原創藝術或畫作
以及作為應用目錄選取與觸幕物件控制，而數位化處理器則一般僅用於擷取現有畫作之精緻複製形式之像
貌；數位化處理器之點入裝置可採任何形狀，但必須是小到足以手持且能移動於其上活性感應區內。細小十
字游標為最常見形狀。

(Ⅱ) 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編碼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上之機器
及處理此類資料之機器且未列入其他節者
本組包括範圍頗廣之機器，甚多係電子或電磁機器，通常可互補。在系統中供編製統計之用，或作會計或其
他作業之用。本組包括磁性或光學閱讀機，以編碼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上之機器，及處理資料及解譯結果
之機器。
本組包括之機器，係為未列入其他節者。因此舉例來說不包括下列各項：
（a）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所屬各單元，如上述(I)部分者，但條碼閱讀機除外。
（b）第 84.70 節之計算機，會計機與收銀機，本節與其不同點在無人工輸入裝置而僅以編碼方式（磁帶、磁碟、
唯讀光碟等）接受資料。
（c）自動打字機與文字處理機（第 84.72 節）。

（A）磁性或光學閱讀機
磁性或光學閱讀機，通常以特別方式閱讀字母，並將之轉換為電訊號（脈衝），以便機器直接轉錄或處理編
碼資料。
（1）磁性閱讀機。此一類之器具係將以特別磁性墨印刷之字母予以磁性化，然後以磁性閱讀頭轉換為電脈衝。
隨後或以記錄於機器儲存單元內之資料與之比較而予以識別，或以數目碼（通常為二進位者）識別。
（2）光學閱讀機。此類器具無需特別墨水，字母係直接由一連串之光學元件閱讀及根據二進位碼原理轉譯。此
類亦包括條碼閱讀機。這些機器一般使用光敏半導體裝置，例如，雷射二極體，當做輸入單元，與自動資
料處理機或其他機器連接使用，例如，收銀機。此類機具設計供手操作，置放桌上或固定於機器。
上述之閱讀機僅以單獨進口者才分類於本節，如與其他機器裝配一起並與之同時進口者（例如，以編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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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轉錄於媒體上之機器及以編碼方式處理此類資料之機器），則依那些機器分類之。

（B）以編碼方式將資料轉錄於資料媒體上之機器
本組包括：
（1）將編碼資料自某一媒體轉移至另一媒體上之機器。係將編碼資料自一類型資料媒體轉移至另一類型媒體之
用，或轉移至同型之另一媒體上。後一類者包括複製機，係將一主帶、磁性或光學碟（例如 DVD、CD-ROM）
上之全部或部分資料予以複製以製造新帶或碟。
（2）將固定程式納入積體電路之機器（燒錄器）。這些機器係設計以編碼方式，將容存於燒錄器內部記憶體之
資料轉移至積體電路上。燒錄器「燒製」資訊至一個或多個積體電路，依循各式各樣適合於可程式積體電
路使用類型之技術。
有些燒錄器具有附加之特徵（模擬器），其允許使用者於實際交付程式至積體電路前，先行描繪或模擬
程式設計之效果。

零件及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與附件分類於第 84.73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電源供應單元（一般係第 85.04 節）。
（b）調變器－解調器裝置（數據機），把得自自動資料處理機之資料調變成可在電話網路上傳送的方式，並且
再將之轉換成數位形式（第 85.17 節）。
（c）積體電路（第 85.42 節）。
（d）飛行模擬器（例如，第 88.05 節）。
。
。。

目註解：
第 8471.30 目
本目包括手提型自動資料處理機，重量不超過 10 公斤。此機器安裝有平面螢幕，可能無需藉外接電源操作，
且常具有數據機或利用其他方法與網路建構鏈通路。

第 8471.90 目
本目尚包括光碟存檔系統，其通常包含鍵盤、顯示器、光碟驅動單元、掃瞄器及印表機。此類系統可能包括
－自動資料處理機以作為控制器，或者系統可能被配置成自動資料處理機易於加入或可控制之形態。此類系統一
般執行下列功能：
－以電子掃瞄記錄影像
－存檔
－檢索
－顯示
－列印於普通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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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2-其他辦公室用機器（例如：膠版複印機或蠟紙複印機、地址機、自動鈔票支付機、鑄幣
分類機、鑄幣計數或包裝機、削鉛筆機、打孔或裝訂機）。
8472.10-複印機
8472.30-信件分類、摺疊或裝袋、捆綁用機器，信件拆開、封口、密封用機器及黏貼或註
銷郵票用機器
8472.90-其他
本節包括未列入前三節，或未更明確地列於本分類其他任何一節之辦公室用機器。
「辦公室用之機器」之術語如以廣義言之，包括所有事務所、商店、工廠、工場、學校、鐵路車站、旅館等
為辦理公務用之機器（亦就是有關文件、表格、記錄、賬目等之書寫、記錄、分類、歸檔等之工作）。
辦公室用機器僅限於其有基座可固定或安放於桌上、寫字檯上等才歸入本節。第八十二章之無基座手工具不
屬於本節。
本節之機器可以為手操作、機械操作或電力操作（以電磁繼電器及電子操作者均包括在內）。
本節尚包括：
（1）膠版複印機（例如白明膠及酒精複印機）與蠟紙複印機，其係以事先用針筆刻劃或用打字機打就之蠟紙操
作者。
本節包括設計與膠板用具共用之小型壓印機。
但本節不包括小型印刷機（例如信件壓印機、石印機及透印機），即使供辦公室用者亦然，應用浮雕
塑膠或金屬薄板之複印機（包括亦能以蠟紙複印者）（第 84.43 節）。以及照相複印及熱複印用具與顯微膠
片用具（第九十章）。
（2）地址印製機。此類機器可在發票上、信件上、信封上等迅速印刷地址；通常係以一連串之小卡片、金屬雕
刻模板或具浮凸之金屬板上操作。本節亦包括刻劃雕刻模板或浮凸金屬板之特殊機器，以及自許多門牌板
或雕刻模板中選取若干所需者之機器。
（3）發票機（有別於配有計算裝置（第 84.70 節）與錢幣操作機（第 84.76 節））。本節包括手提式小型票券打
孔機，或將一捲紙張製發印刷票卷之機器（例如公共汽車及電車車掌用者）；亦包括蓋印日期於票券上之
機器。
（4）硬幣分類及硬幣計數機（包括鈔票計數及支付機）。此類機器不論是否裝有包裹鑄幣或鈔票之裝置者，或
在某些情況下具有印刷金額於包裝上之裝置均歸入本節。
利用秤重量而計算之硬幣計數機歸入第 84.23 或 90.16 節。
（5）自動鈔票支付機，其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結合一起操作，不論是否連線均屬之。
（6）自動櫃員機，供顧客存款、提款、轉帳及查看帳目餘額而不用與銀行職員直接接觸。
（7）削鉛筆機，包括以手操作者。
本節不包括非機械式之削鉛筆器，其屬於第 82.14 節。如有玩具特性者，則屬於第九十五章。
（8）用以在紙卡或文件上打孔之打孔機（例如活頁檔案或簡單索引或分類之用者）。
本節不包括打線形小孔之機器（如在郵票上打線形小孔者）（第 84.41 節）。
（9）紙帶打孔機，以便紙帶供自動打字機用者。
用於文書排版印刷之打孔機歸入第 84.42 節。
（10）以打孔帶操作之機器，其本身不含打字機之機構，但具有獨立單元以與普通打字機配合，用以自動打字者。
某些此類機器可自打孔帶內選擇部分資料以應某一信件或文件之所需。
（11）裝訂機（以裝釘針合文件者）與裝釘針拔除機。
但本節不包括：
（a）手槍式裝釘機（第 82.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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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訂書籍用之裝釘機（第 84.40 節）。
（c）紙板箱製造業用之裝釘機（第 84.41 節）。
（12）摺信機，有時與另一裝置配合用以將信插入信封中或用紙帶包紮。
（13）啟信機與封信機或信件蓋印機。
（14）郵票註銷機。
（15）揀信機，其使用於郵局，包括主要由編碼桌組，初步分類軌道系統，再分類與終分類機組成，整個作業由
自動資料處理機所控制，而構成第十六類類註 4 含義內之功能單元（亦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
（16）包裝紙或膠紙遞送機。
（17）膠紙或郵票潤濕機（包括簡單之滾筒型者）。
（18）銷毀機密文件用之紙張撕碎機。
（19）支票繕寫機；此類機器通常係特別設計用於繕寫支票之小型機器。除可逐字打字外，常亦可同時地打一完
整之單字或一組文字（例如：用文字填打金錢總數時）。其通常使用不能擦除且可滲透之墨水，有時亦用
打孔法或文字浮凸法。
（20）支票簽字機；此類機器自動地將簽字簽署於支票上，一經簽署即不能擦除，且通常亦複製精巧之底紋使難
以模仿。
（21）自動找零機，其與收銀機結合，供顧客自動找零。
（22）辦公室內供分類、校對文件及印刷品用之獨立事務機器。
（23）打字機(第 84.43 節之列表機除外)；一般言之，手操作鍵盤為打字機之特質，壓下鍵盤上之鍵時即可將相關
之字母印於紙上。某些打字機係以一連串之槓桿及錘操作，每根錘之表面刻有凸體字母。其他類形者字母
像裝於一球體，圓筒，印字圓盤，筒狀件（梭件）上而將所需之字母印於紙上。上述之兩種打字機其全文
均係逐字產生，雖亦有例外聯合字母打出者（諸如標準字或縮寫字）。
打字機不論用何種字母（例如正常字母及數字，連記符號、音樂符號或盲人用凸字）均分類於此。與
正常打字機同樣方式操作之密碼或譯密碼機亦歸入本節。
電動打字機不論以電動馬達操作者，電磁繼電器操作者，及若干自動打字機以電子裝置操作者，亦歸
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
（i） 自動打字機。這些包括：
（a） 將事先製作好之打孔紙帶通過其間，以使一段文字或一封完整信件打出之機器。製作紙帶之打孔
機歸入第 84.72 節。
（b） 具有有限記憶能力，而可以使用額外功能鍵以自動記憶，改正與重新打原文之機器。
（c） 利用可互換活字輪逐字印出之無鍵盤機器（列表機）。此類機器經設計以適當的介面裝置，與其
他打字機、文字處理機、自動資料處理機等相連接。除應依本章章註 5（B）規定，凡符合本章
章註 5(D)(i)條件之列表機應列入第 84.43 節。
（ii） 將識別字母（亦有用熱字烙印者）打於電線絕緣管上之機器。
（iii） 未裝配任何計算裝置，但經特別設計供會計用之打字機（例如打特別編裝之文件用者，諸如發票、活
頁總帳、流水帳或檔案卡）。
（iv） 配有裝置用以傳達所打之數字至獨立計算機上之打字機，或配有計算裝置供速度測驗之用者。
（24）文字處理機。此類機器除了具有鍵盤之外尚包含一個或以上之大容量記憶器（例如磁碟，小磁碟或卡帶），
一目視顯示器與一列表機。各組件可以裝置在一單元內或裝置在以纜線連接之個別單元中。文字處理機可
以裝配界面器以便能夠繼送至，例如其他文字處理機，凸版照相設備，自動資料處理機，或電信系統。其
能改正或組合原文之能力大於自動打字機者。其執行算術操作之能力不能與自動資料處理機相比（如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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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章註解 5 中者），因而不失其文字處理機之特色。其別於第 84.71 節之自動資料處理機之處，在於當
處理之時候無法行邏輯性之決定，以修正電腦程式之執行情況（見本章章註 5）。

上述之（19）與（20）兩項機器也可用以填寫及簽署其他文件。

零件與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及附件分類於第 84.73 節。
*
* *

本節亦不包括：
（a）分類於第 8443 節所屬機器及零附件。
（b）會計機（第 84.70 節）。
（c）自動資料處理機（第 84.71 節）。
（d）打字電報機（第 85.17 節）。
（e）口授錄音機與其他錄音機或聲音重放器具（第 85.19 節）
。+
（f）檢驗鈔票或其他文件用之Ｘ光器具（第 90.22 節）。
（g）時間記錄器（第 91.06 節）
。
（h）玩具打字機（第 95.03 節）
。
（ij）以手操作之日戳、蓋印或類似章戳（第 96.11 節）。

84.73-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0 至 84.72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除外）。
-第 84.70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21--第 8470.10、8470.21 或 8470.29 目所列電子計算器用者
8473.29--其他
8473.30-第 84.71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40-第 84.72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50-同時適用第 84.70 至 84.72 節之兩節或以上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0 至 84.72 節機器之
零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除外）。
本節包括之附件為可互換之零件或裝置，設計用來使機器適合特定作業，或執行與該機器主要功能相關之特
別任務或擴大其作業範圍。
本節包括：
（1）表格供應裝置，俾繼續不斷地將紙張送入打字機、會計機等之用。
（2）打字機、會計機等用之自動間隔裝置。
（3）附於地址印裝機用之列表裝置。
（4）製報表機用之輔助印刷裝置。
（5）附於打字機上之副本支持架。
（6）金屬門牌板，不論經刻劃或浮雕，可識別係用於地址機者。
（7）裝於打字機、會計機、計算機等上之計算裝置。
（8）軟圓盤，供在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內運轉之碟片清潔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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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非由第 85 章章註 9(B)(b)所規範之個別元件組成，不符合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見第 85 章章註 9(B)(d))定義，
且不具獨立功能，專供或主要供自動資料處理機所用之電子記憶模組（例如：SIMMs（單列式記憶模組）和
DIMMs（雙列式記憶模組））。
但本節不包括蓋套，攜帶箱及氈襯墊：此類物品應歸入其應歸屬之節。本節亦不包括家具物品（食品櫥及桌
子），不論是否特別設計供辦公室用者（第 94.03 節）。但第 84.70 至 84.72 節之機器所用之檯架，通常無利用價
值，而僅配合該類機器後方可應用者仍應歸入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
（a）線軸或類似支持物，與第 84.70、84.71 或 84.72 節之機器配合後方可適用者（依照組成材料分類，例如第 39.23
節或第十五類）。
（b）滑鼠墊(依構成材料分類)。
（c）紙（第 48.16 節）或其他材料（依構成材料分類）之複製雕刻模板。
（d）已印之統計卡（第 48.23 節）。
（e）用來做磁錄工作用之磁碟組與其他媒體（第 85.23 節）。
（f）電子積體電路（第 85.42 節）。
（g） 轉數計（例如，附於打字機上供檢查速度用者）（第 90.29 節）。
（h）打字機或類似機器用之色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匣者（按構成之材質分類，或如已上墨或其他配製方法而
能產生蓋印效果者歸入第 96.12 節）。
（ij）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第 96.20 節）。

84.74-固態（包括粉狀及糊狀在內）泥土、石料、礦砂或其他礦物用之選別、篩分、分離、洗
滌、軋碎、磨粉、混合或揉合機械；固體礦物燃料、陶土漿、濕水泥、粉刷材料或其他
粉狀、糊狀礦產品用之混凝、造模或造形機械；鑄造用砂模製造機器。
8474.10-選別、篩分、分離或洗滌機器
8474.20-軋碎或磨粉機器
-混合或揉合機器：
8474.31--混凝土或泥漿攪拌機器
8474.32--礦物、瀝青攪拌機器
8474.39--其他
8474.80-其他機械
8474.90-零件
本節包括：
（Ⅰ）主要用於提煉工業之機器，以處理（選別、篩分、分離、洗滌、軋碎、磨碎、混合或混凝）固體之礦產品
（通常屬於本分類第五類之產品）諸如土料（包括泥土色料）、黏土、石料、礦砂、礦物燃料、礦物肥料、
礦渣水泥或混凝土。
（Ⅱ）粉狀或膏狀固體礦產品之凝聚、模造或成形用之機器（例如凝聚固體礦物燃料；將陶土漿、未硬化水泥、
灰泥塗料，不論加不加結合劑或填料者）。
（Ⅲ）用以形成翻砂模之機器。
極多歸入本節之機器得結合兩種或多種以上所述之功能（例如，水力選別洗滌、研磨及選別、研磨及混合、
混合及模造等用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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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通常作為處理礦產品之機器，亦可用以處理非礦產品作為其次要用途（例如，木或骨等）；此類機器仍
歸屬本節。但本節不擴及於機器經特別設計對於非礦產品作類似處理用者（例如，選別或篩分木屑；研磨木粉；
研磨或混合化學品或有機顏料；研磨骨頭、象牙等；凝聚或模造軟木粉等）。

(Ⅰ) 上開(Ⅰ)類所述之機器（主要用於提煉工業者）
本組包括：
（A）選別、篩分、分離及洗滌機，通常根據塊或微粒之大小及重量分離物質，或用以洗滌物質以除去雜質者。
這類機器包括：
（1）滾筒選別機。其係以若干平行滾筒組成，滾筒均係同向旋轉，彼此略有接觸。每一滾筒均有若干凹線，
因此與其相鄰之滾筒連合而形成一溝槽，物質如小至某一限度內即可墮落。此等溝槽之尺寸沿機器而
逐漸增大，因此墮落之物質，按塊粒之大小由收集器分別予以收集。
（2）金屬絲網或穿孔金屬片製之篩分機。將物質置於傾斜網之上面，網眼或孔之尺寸愈近下端則愈大。此
等機器有兩種類型。第一型者，其鋼絲網或穿孔片係旋轉式之傾斜鼓，通常為圓筒形或六角形（轉筒
篩）；另一型者則有扁平之傾斜網或穿孔片網，而以機器加以震動與振盪。
（3）釘耙型選別機。物質係由一組釘耙予以選別，釘耙之齒則相隔適當距離。
（4）各種特別設計之機器用以自煤中揀除石類等者。
（5）水力洗滌、分離或集中機器。有些僅洗去雜質，其他則用以分離或集中較重而不能懸浮於水中之部分。
（6）浮分機，主要用於礦砂之集中。將壓碎之礦砂以水及若干表面活性劑（油或各種化學品）予以混合、
某些礦物粒於是形成薄膜，浮向水面然後予以除去；有些亦可以空氣吹入混合物中使此種作用加速進
行。
本節亦包括裝有磁力或電氣設備之選別機或分離機（例如靜電分離機），及裝有電子或光電偵查
設備者，例如鈾或釷礦砂選別機，係以放射線測量儀操作之。
本節不包括離心選別機，即完全依據離心力原理而選別之機器；則以比重不同之微粒，在中心迅
速旋轉之下，可在不同之距離予以收集（第 84.21 節）。但以離心力使待選別物質拋向篩網用之機器，
則仍歸屬本節。
配合選別或篩分機用之輸送帶，除非已形成選別或篩分機整體之一部分，或除非該輸送帶本身即
為篩分或選別裝置（例如，具有用於選別或篩分之穿孔者），仍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
（B）軋碎或研磨機器。這些包括：
（1）垂直轉子軋碎機。主要係包含一容器，其內有一可旋轉之圓錐體，有時作偏心動作。材料係在圓錐體
與容器壁之間軋碎。
（2）各式顎夾軋碎機。將待軋碎之材料落於兩片垂直而有槽之顎床中，其一固定，另一則可轉動。
（3）鼓形軋碎機。將材料放在鼓之頂端，落至鼓底時即碎裂。
（4）滾筒軋碎機或研磨機。材料係在相反方向旋轉之平行滾子間軋碎，滾筒間之距離，依照所需之粗細而
不同。此類機器大部分具有數對滾筒。
（5）撞擊研磨機，將材料猛烈地拋向（例如用快速旋轉臂）機器之內壁。
（6）鎚型軋碎機。
（7）球形或桿形研磨機。主要係以旋轉之鼓輪組成，含有許多球或短桿（例如鋼或磁製者）。將材料放入
旋轉鼓內，而由此等球子或短桿予以軋碎或研磨成粉。
（8）石磨式研磨機。
（9）落鎚式碎機（亦稱壓磨機）；主要用以軋碎礦石。一組以凸輪操作之落鎚，通常作遞變式之安排，將
材料碎裂至所需之粗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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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陶瓷工業進一步加工之前將整塊黏土打碎及搓揉用之機器。
（C）混合或揉合機。這些機器主要係由一個容器組成，內裝槳件或其他攪拌裝置，將兩種或以上之材料攪拌或
搖動予以混合或揉合。其包括下列各項：
（1）混凝土或泥漿攪拌機。但固定裝於鐵路貨車上或卡車底盤上之混凝土攪拌機除外（第 86.04 或 87.05 節）
。
（2）礦物（碎裂石頭、砂礫、石灰石等），瀝青攪拌機器，用以作為柏油路面之材料。例如這類機器可由
一組個別之組件（送料漏斗，乾燥機、吸塵器，攪拌機，升降機等）裝在同一底盤上而構成，或是各
組件僅為並排之功能性單元（固定或可移動之柏油機）。
（3）礦砂混合機。
（4）混合煤屑等與黏著物質以產製凝聚燃料用之機器。
（5）陶瓷工業用之機器（例如混合著色材料與黏土用者，或揉合陶土漿用者）。
（6）配裝鑄造用砂之混合物。

(Ⅱ) 凝集，模製或成形用機器
通常這些機器屬於下列三種類型之一者：
（i）以鑄模操作之各式壓機。係將事先配裝之材料在模內凝集及壓成所需之形狀。
（ii）大型圓筒，其表面有一連串之空洞或鑄模，材料即在內壓成所需之形狀。或
（iii）擠製機。
本組包括：
（A）用以將固態礦物燃料（煤塵，泥媒細片等）凝集成磚形、球形或蛋形等之機器。
（B）用以將陶土漿凝集或成形之機器。此類機器包括：
（1）壓製或擠製式之製磚機，包括將擠製出之桿條切成磚塊之機器。
（2）瓦、瓷磚模製機，包括修邊緣之機器。
（3）用以模製或擠製泥土管用之機器。
（4）勃烈凱農（BRICANION）板條製造機。鋼絲網在機內通過滾筒，在交叉處塗以黏土。
（5）製陶器之輪及類似機器，陶土漿在其上旋轉，以手或藉工具之助將之模製成形。
（6）用以模製瓷質假牙之機器。
（C）製造砂輪時用以凝集磨料之機器。
（D）製造各種預拌混凝土產品用之機器（例如舖路石、柱子、欄杆、目標塔），包括製管用離心模製機在內。
（E）模製各種石膏、石膏混合物、灰泥等物品（例如玩具、小雕像及天花板裝飾品）之機器。
（F）模製石綿水泥物品（例如壺、飲水槽、煙囪）之機器及製石綿短、長水泥管之機器，係將石綿－水泥包捲
於機器之心軸上而成。
（G）模製石墨電極用之機器。
（H）擠製石墨鉛筆芯用之機器。
（IJ）模製黑板用之粉筆之機器。

(Ⅲ) 翻砂模製造機器
這些機器有各種類型，係設計用以壓擠事先配製之鑄造砂使其進入模型以形成鑄造砂心，或在型箱中圍繞一
模型形成鑄模，通常配有搗杵機構使砂在模型中固定。
本節包括之甚多類型，係以高壓空氣推動活塞，或直接壓於砂之表面上；但以高壓空氣噴砂之機器除外（第
84.24 節）。砂心與模子所用之乾燥爐亦不包括在內（第 84.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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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但球形磨粉機用
之球，則按其構成材料分類。
*
* *

本節亦不包括：
（a）粉狀燃料燃燒器；機械加煤機，配有粉化或研磨設備者（第 84.16 節）。
（b）研光機或滾軋機（第 84.20 節）。
（c）濾壓機（第 84.21 節）。
（d）石頭或其他礦產材料加工用或玻璃冷加工用之工具機（第 84.64 節）。
（e）混凝土振動機（第 84.67 或 84.79 節，視情況而定）。
（f）模製或壓製玻璃用之機器（第 84.75 節）。
（g）模製塑膠用之機器（第 84.77 節）。
（h）一般用途之壓床（第 84.79 節）。
（ij）水泥散佈器（第 84.79 節或第八十七章）。
（k）金屬鑄造用模箱；本節機器用之模子（第 84.80 節）。

84.75-電燈泡、電子燈泡、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之玻璃封裝機器，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
熱作機器。
8475.10-電燈泡、電子燈泡、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之玻璃封裝機器
-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熱作機器：
8475.21--製造光纖及其預形品之機器
8475.29--其他
8475.90-零件
本節包括把電氣或電子燈、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裝配以玻璃封套之機器。亦包括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
或熱作機器（不包括第 84.17 節或 85.14 節之爐）。

(Ⅰ) 電燈泡、電子燈泡、燈管、真空管或閃光燈泡之玻璃封裝機器
本節包括：
（A）電燈泡真空封套機器
（B）白熱燈泡或無線電真空管之旋轉式自動製配用機器
這些機器通常包括玻璃熱處理用之設備（例如吹管，或封閉玻璃套用之壓縮及封閉裝置），但即使無此等玻
璃加工設備者仍歸屬於本節。
本節亦包括白熱絲電燈裝配用之機器，其組件由輸送機作相互連接，且亦包括玻璃熱處理，幫浦與測試燈單
元等設備（見第十六類類註 4）。
但本節不包括專門用以製造燈泡或真空管組件之金屬零件之機器（例如：切割或深拉簾柵、陽極或支架之機
器（第 84.62 節），製造電燈燈絲時用以使纖細金屬絲成螺旋狀之機器（第 84.63 節），以及焊接簾柵或電極之機
器（第 84.68 或 85.15 節）。

(Ⅱ) 玻璃或玻璃器皿製造或熱加工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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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玻璃加工機器為在玻璃加熱至變軟或成液體之情況下加工（包括融熔之石英與其他融熔之矽石）。此
類機器主要以鑄造，抽製，滾製，紡製，吹製，以模型模造、模製，等來操作。玻璃在硬的狀態下（即使稍加熱
以便於操作）加工之機器則不包括在內（第 84.64 節）。

（A）平板玻璃製作機器
本組包括：
（1）抽製狹條成平板之玻璃片抽製機。用一種特製裝置檢拾粗略成形之片狀玻璃，然後以滾子抓緊，通過鍛鍊
爐垂直或水平抽出。所得之連續不斷之長條然後切成片（以機械或以電加熱之線絲）。
（2）浮標法製造玻璃板之機器。漂浮製造過程係將鎔融之玻璃呈水平流動，以製造環狀玻璃帶，隨後再經裁切
處理成片狀。

（B）其他玻璃熱加工機器
本組包括：
（1）製瓶機等。此類機器其範圍自收集與吹製用（以吸力或壓縮空氣操作，並使用獨立之模型）之簡單機械用
具，以至自動之連續供料機（具兩塊旋轉板，其一為粗鑄模，另一為精鑄模）不等。
（2）用以模製各種玻璃物品用之特種機器及壓製機（例如：舖地磚、瓦、絕緣體、光學玻璃板及中空玻璃器皿），
但不包括一般用之壓製機（第 84.79 節）。
（3）抽製、成形或吹製玻璃管用之機器及抽製融化矽管之特種機械。
（4）製玻璃珠用之機器，尤其將切斷之玻璃管在加熱之鼓中滾圓之機器。
（5）製作玻璃纖維或玻璃絲用之機器；這些機器分為下列三大組：
（i）製造紡織用之整絲玻璃絲之機器。係以小型電爐組成，內裝玻璃球，爐底則以刺有一百個左右之極細
小孔之抽絲板組成；經小孔抽出之絲即加以潤滑，並由一特製裝置連接形成為單絲束。絲束即纏繞於
旋轉之鼓上以確保絲之連續不斷地向前抽製。
（ii）製造短纖維用之機器。此類機器亦裝有如上述之電爐及抽絲板，但在二邊另設有多組之幅合式壓縮空
氣噴射口。噴射口具有雙重功能，即抽及切斷玻璃絲。纖維經油噴射後，落於空孔之旋轉鼓上；在鼓
內之吸氣裝置即將纖維吸集於一起，形成粗紗，然後捲繞線軸上。
（iii）製造玻璃填料用之特種機器，將熔化玻璃傾於加熱之旋轉盤而粘附於盤上有皺紋之處，由離心力作用
將之抽拉成纖維。
（6）燈泡吹製機或電燈泡、電燈管或電子真空管或電子管之其他玻璃零件（例如：底塊、燈絲架、梗）。
（7）製造光纖及其預形品之機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機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手提式玻璃吹製器（第 82.05 節）
（b）某些製造強化玻璃之機器，係將一般玻璃片置於加熱之兩板間，然後突然予以冷卻（第 84.19 節）。
（c）人工或機器製造玻璃用之模子（第 84.8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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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6-自動販賣機（如販售郵票、香菸、食物或飲料機器），包括自動換幣機（＋）。
-自動飲料販賣機：
8476.21--附有加熱或冷藏裝置者
8476.29--其他
-其他機器：
8476.81--附有加熱或冷藏裝置者
8476.89--其他
8476.90-零件
本節包括當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硬幣，代幣或一磁卡置入一投入口時，便可供應某種商品之各種機器（但已更
明確地歸入本分類其他節，或因章註或類註規定者不得歸入本章者除）
。本節所稱之“販賣”係指購買者利用“貨
幣”自機器上獲得所需之產品之交易。本節不包括僅供應產品，但無接受付款裝置之機器。
自動熱或冷飲供應機，無收款裝置者除外（第 84.19 節）。
本節不僅包括自動分配商品之售貨機，亦包括由許多儲存櫥組成之售貨機，投入硬幣即可抽取貨品者，機器
本身裝設有可啟開指定儲存櫥之鎖（例如，按相關之按鈕）。
附有以硬幣操作鎖之簡單儲存之簡單儲存櫥如用於車站所設之行李儲存櫃或戲院中看戲用之望遠鏡儲存箱
不歸入本節而應歸入第十五類或第九十四章。
本節包括機器附有加熱或冷藏設備者，或附有出售品用之調製裝置者（例如：壓果汁機、咖啡牛奶拌合器及
冰淇淋攪拌器等），但以此機器之主要功能與用途為自動販賣物品者為限。
本節包括以硬幣操作之各種機器，用以出售郵票、火車票、巧克力、糖果、冰淇淋、香煙、雪茄、飲料（諸
如啤酒、葡萄酒、酒類飲料、咖啡或果汁）、衛生用品（包括香料噴射器）、襪、照相用膠卷、報紙等，亦包括
以金屬扁條軋製各牌用之機器。
本節亦包括錢幣兌換機。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設於商店門前之各項自動販賣設備及本
節所屬機器之零件。
*
* *

下列以硬幣操作之機器或用具不歸入本節：
（a）以硬幣操作之鎖（例如供儲存櫃或公共廁所用者）（第 83.01 節）。
（b）使用於加油站或車庫中之配送燃料或潤滑油用之幫浦（第 84.13 節）。
（c）衡器（第 84.23 節）。
（d）打字機（第 84.72 節）。
（e）硬幣操作之擦鞋機（第 84.79 節）。
（f）電鬍刀（第 85.10 節）。
（g）電話器具（第 85.17 節）。
（h）電視接收器（第 85.28 節）。
（ij）望遠鏡、照相機、電影放映機（第九十章）。
（k）瓦斯錶或電錶（第 90.28 節）。
（l）依賴技巧或幸運之遊戲用之設備（第 95.04 節）以及第九十五章之其他機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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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8476.21 及 8476.29 目
「自動飲料販賣機」一詞，係指銷售飲料（咖啡、茶、果汁、含有酒精成分之飲料等）之所有自動機器，其
供應係盛於立即可飲用之杯子或其他容器內（例如罐、瓶或紙盒），或將立即可混合之粉狀料及熱或冷水分別供
應者。

84.77-本章未列名之橡膠或塑膠加工機或以此類原料製造產品之機械。
8477.10-射出成型機
8477.20-押出機
8477.30-吹製成型機
8477.40-真空成型機及其他熱定型機
-其他模製或造形用機械：
8477.51--輪胎新製或翻修或內胎製造者
8477.59--其他
8477.80-其他機械
8477.90-零件
本節包括加工橡膠或塑膠或以這類材料製造產品之機器，不列於或不包括於本章其他節者。
本節包括：
（1）用於橡膠或塑膠製之輪胎或其他物品之模製機器，但模子除外（特別是第 68.15，69.03 與 84.80 節）。
（2）內胎閥孔切割機。
（3）特殊之橡膠線切割機及器具。
（4）橡膠或塑膠用成型壓機。
（5）用以模製熱塑粉之特殊壓機。
（6）用以製造留聲機唱片之壓機。
（7）用以製造加硫纖維之機器。
（8）擠製機。
但本節並不包括半導體構裝用之封裝機械（第 84.86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84.78-本章未列名之菸草調製或製造機械。
8478.10-機械
8478.90-零件
本節包括不列入或包括於本章其他節中之菸草調製成或製造用機器。
菸葉切割工作執行於打擊分離器。空氣流通過一組旋轉鎚與各種尺寸之金屬網格（籃）以碎裂菸草葉，較輕
之菸葉部分便與較重之葉脈與主葉脈分離。
本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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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菸草葉割除或切割機。
（2）製雪茄或製菸機，不管是否備有輔助之包裝裝置者。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

84.79-本章未列名而具有特殊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
8479.10-公共工程、建築或類似之機械
8479.20-動物或植物油脂之萃取或調製用機械
8479.30-以木材或其他木質材料製造粒片板建築纖板用壓床及處理木材或軟木之其他機
械
8479.40-製繩或製索機
8479.50-未在其他部分載明或包括之工業用機器人
8479.60-蒸發式空氣冷卻器。
-旅客登機（船）橋：
8479.71--機場使用者
8479.79--其他
-其他機器及機械用具：
8479.81--處理金屬用者，包括電線捲繞機
8479.82--混合、揉合、軋碎、磨粉、篩分、精選、均質、乳化或攪拌機器。
8479.89--其他
8479.90-零件
本節僅限於具有獨特功能之機器，其為：
（a）依任何一類註或章註均未顯示不得歸入本章者。
及（b）未更明確地規定應歸入商品標準分類之其他任何各章節者。
及（c）由於下述各原因無法將之歸入本章之其他任何節者：
（i）依據其功能、說明及類型不屬於其他節者。
及（ii）依據其用途，或用於工業方面之目的不屬於其他節者。
或（iii）可能同時歸屬兩個（或更多）其他節者（一般性用途之機器）。
歸入本節之機器之所以異於機器等之零件者，係由於其具有獨特之功能，故不能按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處理
之。基於此目的下列各項應視為具有「獨特功能」者：
（A）機械裝置，不論附設馬達或其他動力設備與否，其功能顯然與任何其他機器或器具之功能不同，且可單獨
操作者。
舉例：空氣濕度之增高與減低屬於獨特之功能，因是項作業可藉單獨操作之機器達成，而無需仰賴任
何其他機器或器具。
因此單獨進口之空氣除濕機因具有獨特之功能，即使設計裝於臭氧產製機上者，應列入本節。
（B）機械裝置，除非裝於另一機器或器具上或與另一更複雜之設備結合者不能作業，而此項功能又符合下列條
件：
（i）與其所附屬之機器或器具，或其所結合之設備之作業顯然不同者。
（ii）非構成機器或設備作業所必須且不可分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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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附裝於工業縫紉機上之鏈型切刀係一自動切線裝置，俾縫紉機可繼續不斷地操作。此項裝置之功能
具有獨特性，因此縫紉機之縫製機能無關；又因是項鍊型切刀無其他更適合之節可資歸屬，故列入
本節。
反之，內燃機引擎中之化油器，其功能雖與引擎本身之功能不同，但非如上述之獨特功能，因
化油器之作用與引擎功能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單獨進口之化油器應按引擎零件列入第 84.09 節。
同樣情形，機械或液壓避震器係屬於其所附裝機器或器具所必需之一部分，故個別進口之避震
器應按其所附裝機器或器具之零件分類（車輛或飛機用避震器列入第十七類）。
包括於本節之多種及不同類型之機器尚有：

（Ⅰ）一般用途之機器
本組包括，例如：
（1）大桶或其他容器（例如電解用之大桶或槽），附裝機械裝置（攪拌器等），不能識別係用於任何特殊工業
者，亦非第 84.19 節之加熱、烹調等用之器具者。桶或其他容器附裝栓塞、水平量計或壓力計或類似用品者
應按其組成材料分類。
（2）壓製機、軋碎機、研磨機、攪拌機等非為特殊商品或工業用途設計者。
（3）容量分配器（例如機械漏斗式供應器）及機械分配機，係依同一線路連續不斷地分類作業工作，但非任何
工業專用者。
（4）孔眼或管狀鉚釘機，同樣適合於各種材料如紡織品、紙板、塑膠材料、及皮革之釘孔或打鉚者；及同樣適
合將紡織品、橡膠及其他材料製品之兩端以裝釘方式連接之機器。
（5）電動振動機，其係由一電動馬達與裝配在軸突出端之偏心圓盤所組成，其產生之徑向振動便傳送至電動振
動機固合一起之裝置或器具（滑槽、格架、漏斗、輸送機、壓實器具等）。
（6）電磁振動機，用以輸送，篩選，壓實等裝置接合，其由一支持電磁件之底板，與兩個支持一位於距離電磁
件一適當距離，而由兩組彈簧所定位之質量塊所組成，該質量塊交互地受磁件所吸去與彈簧所拉回。
（7）多用途之工業機器人。工業機器人為可以電腦程式控制而執行重複性之運動循環。藉由探測器之使用，工
業機器人可以獲取其作業場合之有關訊息，並且分析所得到之資料，以便配合其操作場合中之動作型態變
化。
工業機器人可由類似人類關節之結構，裝到一水平或垂直之基座上，以及其末端有一可動支持器當作
工具把手（所謂之垂直式機器）所組成。其亦可由一時常在一垂直軸線上作直線運動之結構，其構成操作
機構之末端部分支持器時常在一水平軸線上移動（水平式機器人）。此類機器人同樣地可以置於一樑柱上
（樑柱機器人）。
整個機器人結構之各不同之部分由電動馬達或藉由液壓或氣壓系統作動。
工業機器人有許多用途；焊接，塗漆，搬運，裝卸貨品，切割，裝配，金屬剪修等。
它們代替人類執行在惡劣環境下（具毒性之產品，灰塵多之工作環境等）或需要勞力之工作（笨重負
載之移動，枯燥之重複工作）。為了各種應用，機器人裝備有工具把手與特別設計來完成工作之工具（例
如：鉗子、握爪、焊接頭）。
本節只包括簡單更換不同工具而執行各種不同功能之工業機器人。但本節不包括特別設計來執行一特殊功能
之工業機器人；此類工業機器人分類於包括其功能之節（例如，第 84.24、84.28、84.86 或 85.15 節）。

(Ⅱ) 特定工業用之機器
本組包括：
（A）公共工程、建築或類似之機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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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佈灰泥、混凝土之機器（不包括調製混凝土或灰泥之拌合機──第 84.74 或 87.05）。
（2）築路機器，用以振動混凝土使之凝結，並使路面形成必要弧度，有時亦用以展佈混凝土。
但本節不包括第 84.29 節之整平機。
（3）用以散佈碎石於路面或類似表面之機器，不論是否為自行推進者，以及用以展佈及搗緊路面之瀝青材
料之機器。裝於車輛底盤上之砂石撒佈機除外（第 87.05 節）。
（4）用以使濕混凝土，柏油或其他類似之軟表面平滑，成槽形、劃格等用之機器與器具。
加熱器具供瀝青等用者不包括在內（第 84.19 節）。
（5）人行道標示用之機動裝置，以供道路保養之用者，（例如，清掃機及漆白線機）。
機械式旋轉掃帚可與泥土漏斗及灑水器同於有輪之車盤上，由第 87.01 節之牽引機拖帶者，視為
可互相交換之裝備，亦歸入本節，即使與牽引機同時進口者亦不例外。
（6）設計安裝於貨車上，供除雪用之鹽和沙撒佈機器，其包括一儲放鹽和沙之容槽，該設備附有一攪拌機
及一供鹽塊軋碎之裝置，並附有一液壓散播系統之散佈盤。機器之各種動作係由貨車駕駛室以遙控之
方式操作。
（B）適用於油、肥皂或食用脂肪工業用之機器，例如：
（1）特種研磨機、軋碎機、磨粉機或壓榨機之適於榨油子仁或含油質果實者。
（2）附裝機械攪拌器之油槽，經特別設計供淨化油類之用者。
（3）脂肪洗滌裝備。
（4）滾軋生脂肪用之裝備，俾於溶解前搗碎其細胞。
（5）攪拌及混合器，用以拌合人造奶油之各項原料。
（6）肥皂切割或模造機。
（C）用於處理木料或類似材料之機器，例如：
（1）剝皮鼓，原木在其中由於彼此磨擦而剝去樹皮者。
（2）特種壓製機，用於凝聚木質纖維、木碎片、鋸屑或軟木屑者。
（3）木料硬化用之壓製機。
（4）以壓力浸漬木料之機器。
（D）製繩或製纜機（製股、搓撚、或製纜之機器），以紡織紗線或金屬絲線或兩者為材料者，包括搓撚撓性導
電線者，別於使用於紡織織品中之一種撚線機（第 84.45 節）。
本節不包括：
（a）搖紡織紗線等成球形用之機器（第 84.45 節）。
（b）修飾（使光滑、磨光）紡織紗線等用之機器（第 84.51 節）。
（E）處理金屬之機器，包括電線線圈捲繞機，例如：
（1）坩堝式鉗形壓榨機，用於「熱鋁」焊接鐵軌及機件等。
（2）金屬品擦洗或浸漬機（用酸、三氯乙烯等）並包括鐵板滾軋廠用之浸漬裝備，但不包括第 84.24 節之
噴蒸汽或噴沙機具。
（3）旋轉鼓、除沙、去鱗垢、或金屬品（例如螺絲帽、螺桿或球狀軸承）之表面精光用。
（4）以浸鍍去鍍錫之機器。
（5）生鐵擊碎器及特種錘磨機，用於去除翻砂鐵上附著之雜質者。
（6）以紡織紗線層，浸漬紙帶，石綿帶或其他絕緣或保護材料捲繞或被覆電纜之特殊機器，但不包括列入
第 84.47 節之製絲帶機。
（7）電線線圈捲繞機（例如，用於發動機、變壓器或感應器）。
（F）供製造籃子、製造編製物及編織或交織柳條、竹條、籐條、草條、木條及塑膠等之機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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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製籃、製吊籃或類似品之機械。
（2）供瓶、罐等用之編製蓋之成型機械。
（3）供製造瓶用草護罩之機械。
（4）供製帽業用編織帽或辮及帶之機械。
本節不包括用於劈木、剝柳枝皮及拱圓籐條等之機械（第 84.65 節）。
（G）供製漆料刷或其他刷之機械，例如：
（1）供製作（包括整修或整型）軟毛、硬毛、纖維等刷之機械。
（2）供將軟毛、硬毛、纖維等插入底座、架座或持把之機械。
本節不包括：
（a）供消毒硬毛或纖維用之機械（第 84.19 節）。
（b）用木、軟木、骨、硬質橡膠或類似硬質材料製造刷座或刷把之機械（第 84.65 節）。

(Ⅲ) 雜項機器
本組包括：
（1）空氣增濕機或除濕機，但不包括稅則第 84.15、84.24、85.09 節之器具。
（2）引擎起動機（機械、液壓、壓縮空氣等）但不包括第 85.11 節之電動裝備。
（3）液壓蓄壓器，在壓力下保存相當量之液體，令其在均勻之速率下流動或施壓力於液壓機。此類蓄壓器通常
以垂直之幫浦給筒組成，內有加重之活塞，可依壓力而調整。
（4）泵式自動注油脂機。
（5）火柴製造機。
（6）以焦油塗漆或被覆木桶之機器，但不包括第 84.24 節之噴射器具。
（7）電焊條包覆用機器。
（8）印染滾筒之除膠、上膠機器。
（9）供底片塗佈照相感光乳劑之機器，第 84.86 節所述之機器除外。
（10）以酸處理磨砂玻璃用機器。
（11）裝卸螺栓用機器與金屬芯抽出器，不包括第八十二章之手工具及小型氣動、液壓或裝有電力或非電力原動
機之手工具（第 84.67 節）。
（12）用以維護管線或其他非撓性管之機器（例如，用於油管之小型自力推進式之機器，使管清潔，或以柏油或
其他防護材料塗覆管之表面者，藉管內液體本身之流動而完成其內部清潔之工作者）。
（13）用以安裝針布於梳棉筒上之機器。
（14）用以製造繩索鞋底之機器。
（15）被羽毛之洗滌、除塵機器。
（16）用以填充鳧絨被或床墊用機器。
（17）在布、紙等基材上塗佈磨料機器。
（18）用以捲繞撓性纜線或撓性管之機器（例如織品或金屬纜或繩、電纜、鉛管）。
（19）用以割除水草之機器。此類機器由置於水中之水平式鐮刀組成，安裝於一直立軸上旋轉，而軸由裝於船上
之支架支持。其可為手動或動力驅動者。
（20）以機械裝備之潛水鐘或金屬潛水衣等。
（21）迴轉穩定儀，供船隻或類似用途者，但不包括九十章之儀器之迴轉儀（迴轉儀羅盤等）及供魚雷使用者（第
93.06 節）。
（22）船舶之操縱及舵具設備，但舵之本身除外（通常為第 73.25 或 73.26 節）與第 90.14 節之自動駕駛器（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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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儀）。
（23）以電動、液壓、氣壓等操作之擋風玻璃刮刷器，供飛機、船舶及所有車輛使用者，但供自行車、摩托車等
用者除外（第 85.12 節）。本節亦包括雨刮片之架與連架之雨刮片，可識別於供上述雨刮裝置之用者，但
供馬達帶動之車用之雨刮裝置除外（第 85.12 節）。
（24）用以清潔金屬零件與雜項之其他物品用之超音波器具，於裝配完成時（不論按裝於一共同之殼體內或以單
獨之單元）由一高頻率之產生器，一個或幾個轉換器以及一個放置被清理物品之槽組成，可為整套或無槽
者。本節亦包括此類器具用之超音波轉換器。專用或主要用於清洗半導體晶圓或平面顯示器之超音波器具
及轉換器除外（第 84.86 節）。
（25）水下吹管，通常裝配有一特殊之點火裝置，以及備有用之將額外之壓縮空氣或氧氣送至圍繞噴嘴之圓形出
口，以便在水中產生氣穴使火焰可以燃燒。
（26）用以切割或穿鑿岩石、混凝土之機具，係利用於氧氣流中燃燒鐵或鋼所產生之高溫者。所使用之機具通常
十分簡單，由一抗熱把手配有閥並可連接到氧氣源與一段鐵或鋼管線。在操作上係氧氣通過鐵或鋼管線，
鐵或鋼管線繼事先已加熱至紅熱，因此氧氣便燃燒產生高熱，而足夠將岩石或混凝土融化。
（27）自動擦鞋機。
（28）紙杯及紙容器等浸臘用機器。
（29）工業用地板打臘機。
（30）蒸發性空氣冷卻器。
（31）旅客登機（船）橋。這類登機（船）橋容許旅客及機組員於航站大樓與停舶之飛機、遊輪或渡輪之間通行，
免於穿行室外。旅客登機（船）橋通常由一個旋轉平台、兩個或多個矩形伸縮通道、有輪架垂直升降柱及
一個位於廊橋前端之接口艙組成。包括可使登機（船）橋呈水平、垂直及扇形移動之機電或液壓裝置（如：
伸縮通道部分、接口艙、垂直升降柱等），以便調整登機（船）橋到達特定機門，或遊輪、渡輪艙門（入
口）之適當位置。此外，碼頭之旅客登船橋前端配有渡板，可伸展至遊輪或渡輪艙門（入口），而其本身
則不含任何升降、搬運或裝卸裝置。
供就原位清洗地毯之器具，藉由液體清洗溶劑噴入地毯，該溶劑其後被吸取回收，設計供用於機構處所（家
庭內者除外）諸如旅館、汽車旅館、醫院、辦公室、餐廳及學校者歸入第 8451 節。
本節亦不包括半導體構裝用之封裝機械（第 84.86 節）。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包含不屬於其他節（尤
其是第 84.80 節）之模子在內。

84.80-金屬鑄造用模箱；模座；模型；金屬、金屬碳化物、玻璃、礦物材料、橡膠或塑膠用模
子（鑄錠模除外）。
8480.10-金屬鑄造用模箱
8480.20-模座
8480.30-模型
-金屬或金屬碳化物用模：
8480.41--射出型或壓縮型者
8480.49--其他
8480.50-玻璃用模
8480.60-礦物材料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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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膠或塑膠用模：
8480.71--射出型或壓縮型者
8480.79--其他
本節包括金屬鑄造用模箱、模座及模型，除以下所述某些例外者亦包括所有模子（不論裝有鉸鏈與否，亦不
論用手、用壓製機或用模製機），用以模製下列材料為坯體或成品者：
（Ⅰ）金屬和金屬碳化物。
（Ⅱ）玻璃（包括熔解之石英或其他熔解之矽石）或礦物材料諸如陶土漿、水泥、灰泥或混凝土。
（Ⅲ）橡膠或塑膠。
一般而言，模子之主要功能係使原料在內凝固而形成其預先設定之形狀；某些模子對於其中之原料亦有加以
壓力者。但本節不包括第 82.07 節之衝印模，因係單獨以強力打擊或衝壓而使材料成形者（例如衝製金屬板製品
之印模）。

（A）金屬鑄造用模箱
這些通常為鑄鐵或鋼製成之框架，其形狀多為長方形或圓形。係用以支持由砂環繞模型而壓製成之砂模。

（B）模座
這些係置於模子底部之板。

（C）模型
這些包括鑄造用模型、鑄造用砂心、砂心箱、模板、模型板等，用於製備砂模（一般為木頭）用。

（D）金屬或金屬碳化物用模子（鑄錠模除外）
本組包括：
（1）冷鑄模（鑄造模）。其係以兩件或以上可調整之零件組成之金屬形盒，成中空式，用以複製產品所需之形
狀者。
（2）壓鑄模，用壓力把熔解之金屬壓入，通常含有兩互補之金屬冷鑄模，中空，其形狀相當於對面者，因而形
成產品所需之形狀；某些壓鑄模之兩模片可將其中之熔解金屬加以某種程度之壓縮。
（3）燒結金屬粉用模。這種模子須加熱。其有時亦用以燒結金屬碳化物或金屬陶瓷粉。
（4）離心模造機用圓筒模（例如鑄造鐵管，槍膛）。

（E）玻璃用模
本組包括：
（1）製造玻璃舖路石、磚或大石板等用之模及壓製玻璃瓦模。
（2）玻璃瓶模，以手或機器操作者，包括腳踏者（例如坯模或成品模，環形模）。
（3）空心玻璃器、玻璃絕緣體等模。
（4）玻璃工車床用之成型模。
（5）用以製造透鏡或眼鏡片坯等之鋼或鑄鐵模。

（F）礦物材料用模
本組包括：
（1）陶瓷漿用模（例如，磚模，陶土管或其他陶製品用模，包括義齒用模）。
（2）混凝土、水泥或石棉水泥製品用模（管件、桶子、舖路石、大石板、煙囪頂管，欄杆柱、建築用裝飾品、
牆、地板或天花板等）。加強或預力混凝土製之預鑄建築品（窗框、拱圓屋頂樑之部分品、鐵路枕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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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模亦包括在內。
（3）凝聚磨料使成研磨輪之模。
（4）灰泥混合石膏或塗牆用灰泥製品用模（例如：玩具、雕像及天花板製飾品）。

（G）橡膠或塑膠用模
本組包括：
（1）輪胎硬化用之「氣囊」模。此項模子係以兩個可調節之蒸汽或電氣加熱金屬冷鑄模組成，內裝充氣環形袋
（氣袋），或熱水膨脹袋（水袋），用以壓迫輪胎緊靠模型之表面。
（2）橡膠品模製或硫化雜項橡膠製品用模。
（3）塑膠品製造用模，不論是否電氣或其他方式加熱者；此類模式係藉重力、射出或壓力作用攝操作。
本節亦包括初步製片模。此一類模係以冷處理法使粉狀原料凝聚成小片，每一小片含有適當數量之材料（具
適當之形狀與體積）可供最後模製成所需之產品。
本節亦不包括：
（a）製造產品（例如手套）用模型，係以模型浸入液體橡膠、塑膠等（按構成材料分類）。
（b）碳或石墨製之模子（第 68.15 節）
（c）陶瓷製之任何種類模子（第 69.03 或 69.09 節，依情況而定）。
（d）玻璃製之模子（第 70.20 節）
（e）鑄錠用模（第 84.54 節）。
（f）製造半導體裝置用模（第 84.86 節）。
（g）製造唱片之原模及母片（第 85.23 節）。
（h）除上述排除者外，用於壓床及其他機器之模子供模製別於本節敘述之材料者（按被設計之機器所屬之零件
分類）。

84.81-管子、鍋爐外殼、槽、桶及其類似物品用栓塞、旋塞、閥及類似用具，包括減壓閥及恆
溫控制閥。
8481.10-減壓閥
8481.20-油壓或氣壓傳動閥
8481.30-止回（不回流）閥
8481.40-安全閥或放洩閥
8481.80-其他用具
8481.90-零件
本節包括栓塞、旋塞、閥及類似用具供管子、槽、桶或類似用具之用於調節流體（液體、黏性流體或氣體）
之流量者（供給、放洩等用）；亦有用於固體者（例如砂）。本節包括各項設備之用於調節液體之壓力或流速者。
此用具係藉孔徑之開關而調節流量（例如閘、圓盤、球、塞、針或隔膜）。有手操作者（使用鍵、轉輪、撳
鈕等）或以發動機、電磁閥、時鐘運轉體等操作者，或用自動設備諸如彈簧、均衡錘重、浮桿、熱平衡器或壓力
室等操作者。
裝有螺栓閥、栓閥等這類機構或裝置者，仍歸入本節。例如栓閥裝設有熱平衡器者（雙葉式、囊式、球泡式
等）。本節亦包括栓閥等之以毛細管等連接於熱平衡器上者。
由栓塞，閥等與自動調溫器、壓力調節器或其他屬於第 90.26 或 90.32 節之任何計量、校對或自動控制之儀器
或裝置之組合中之儀器或裝置係裝於或設計來直接裝到該等栓塞、閥等上，而且整個聯合之裝置具有本節物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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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者均歸入本節。如果此種聯合裝置不符合這些條件者則列入第 90.26 節（例如液體式壓力錶之裝有排水
栓塞者）或第 90.32 節中。
如屬於搖控系統者則僅栓塞、閥等列入本節。
一般而言，栓塞、閥等為卑金屬或塑膠材料製，但由其他材料（未硬化之加硫橡膠、陶瓷或玻璃除外）製成
者亦列入本節。
栓塞、閥等即使裝有其他附件亦列入本節（例如用以加溫或冷卻之雙牆；短管，短管末端附有噴灑蓬頭者；
小型飲水機；閉鎖裝置）。
栓塞、旋塞、閥等即使專供特殊機器或裝置，或車輛或飛機上用者仍列入本節中。但是某些機器零件之裝配
完整之閥，或調整在機器內之流體而本身並不構成一完整之閥者，則列入相關機器之零件，例如，內燃機用之進
氣閥與排氣閥（第 84.09 節），蒸汽機用之滑動閥（第 84.12 節），空氣或其他氣體壓縮儀（第 84.14 節），擠乳
機中之脈動器（第 84.34 節），與非自動式加油脂短管接頭（第 84.87 節）。
*
* *

本節尚包括：
（1）減壓閥，藉由一般由壓力裝置（隔膜、風箱、囊袋等）控制之栓塞或停止器以減低氣體壓力，並保持壓力
於不變的情況，而壓力裝置則受張力彈簧之控抑。此類器具直接調整通過其間之氣體壓力；例如其可裝於
壓縮氣缸，壓力容器上或其所作用之器具之給管系統上。
本節亦包括減壓閥（有時稱為壓力調整器，減壓器或壓力調節──減低器），亦裝於壓力容器或鍋爐
之出氣孔上，或裝於聯接之給氣管系統上或鄰近其所作用之器具上用以調節壓縮空氣、水蒸汽、水、碳化
氫及其他流體者。
減壓閥如與壓力錶結合者應依據結合裝置是否具有栓塞、閥等之主要特性而列入本節或第 90.26 節中（見
本註解第 4 段）。
（2）油壓或氣壓傳動用閥（見本章目註 3），係專用於液壓或氣動系統中傳輸“流體動力”之用，其以加壓流體
（液體或氣體）為能量來源者。這些閥可以是各種型式（如減壓型、止回型）。第 8481.20 目較第 8481 節
其他所有目優先適用。
（3）止回閥（例如中間止回閥與球塞閥）。
（4）安全閥，放洩閥等，不論是否裝有警笛。
迸裂圓盤（塑膠或金屬製薄圓盤）在某些情況下用以替代栓閥作為安全裝置；此等迸裂圓盤係裝於管
系或壓力容器之特殊支架上，而在特定壓力下迸裂。依構成材料分類（第 39.26、71.15、73.26、74.19、75.08、
76.16 節等）。
（5）歧管（多通）閥（例如，三通閥與「耶誕樹」閥）。
（6）水準儀用控制旋塞，吹洩旋塞與關斷旋塞，等。
（7）散熱水箱排放用栓塞。
（8）內胎閥。
（9）浮筒控制閥。
（10）蒸汽除水閘，用以收集導管中水蒸汽所凝結之水，並自動將之流乾（例如由於浮筒作用）。本節亦包括蒸
汽除水閘內裝之栓塞或阻止器由熱平衡器（雙葉式或囊袋式）推動（熱平衡控制之蒸汽除水閘）者。
（11）消防栓（直立管）、消防旋塞、軟管噴嘴及類似品，裝有旋塞或閥形成噴射或噴灑者。
防火設備用之機械噴水嘴及花園用之機械噴水嘴及類似器具除外（第 84.24 節）。
（12）混合栓塞與閥，具有兩個或以上之進口與一個混合室。本節亦包括恆溫控制之混合閥，裝有可調節之張力
恆溫器，用以發動栓塞或停止器以調節進入混合室之各種溫度之液體。
─ 1303 ─

Ch.84
（13）附有栓塞之廢水排除孔（簡單之廢水排除孔之附有以手插入之塞者除外；應按其構成材料分類）。
（14）船用海水旋塞與其他水下之閥。
（15）潤滑用栓塞，附有撓性管或套筒伸縮管供輪船等之軸之潤滑用。
（16）蘇打水瓶用閥。
（17）噴霧罐蓋，用以將液體或氣體殺蟲劑或消毒劑等在壓力下充入罐子內者，包含一配有一按鈕之金屬頭，用
以移動一針即開啟或關閉噴射口。
（18）供裝於桶、琵琶桶等之桶塞孔上之栓塞與閥。
（19）裝瓶機用之栓塞，其設計使得液體達瓶口時即自動關閉者。
（20）以氣體操作之啤酒分配機，供酒吧櫃用者，主要係以一個或以上以手操作之旋塞組成，並由導管將二氧化
碳壓入啤酒桶內以便供應啤酒。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用具之零件亦歸類於此。
*
* *

本節亦不包括：
（a）栓塞、旋塞、閥與類似用具以非硬化加硫橡膠製成者（第 40.16 節），陶瓷材料製成者（第 69.03 或 69.09 節），
或玻璃製成者（第 70.17 或 70.20 節）。
（b）廢水用之Ｕ型彎管，裝於污水槽、廁所、浴室或類似處所者，以及裝於抽水馬桶水箱者，不論備有其機構
與否，依其構成材料分類（例如第 39.22、69.10、73.24 節）。
（c）蒸汽機用之離心式控制器（第 84.12 節）。
（d）蒸汽注入或射出泵（第 84.13 節）。
（e）空氣噴霧設備，等（第 84.24 節）。
（f）氣壓油脂槍（第 84.67 節）。
（g）氣體焊接用吹管（第 84.68 節）。
（h）聯合計量裝置之栓塞，用以分配冰淇淋、酒精、牛奶等用者（第 84.79 節）。

84.82-滾珠或滾子軸承。
8482.10-滾珠軸承
8482.20-推拔滾子軸承，包括錐形及推拔滾子組合者
8482.30-球面滾子軸承
8482.40-滾針軸承
8482.50-其他圓筒滾子軸承
8482.80-其他，包括滾珠及滾子組合之軸承
-零件：
8482.91--滾珠、滾針及滾子
8482.99--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滾珠、滾子或滾針軸承。係用以取代平滑之金屬軸承，使摩擦大為減低。通常係裝於軸承殼與
軸或輪軸之間，亦可設計作為徑向式支撐（徑向式軸承）或用於減低所生之推力（止推軸承）。若干軸承可以設
計成兼有徑向式與止推式支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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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承通常由兩個同心環（座圈）組成，內含滾珠或滾子，並以一鋼珠籠固定其位置以保持相隔之距離不變。
本節之軸承包括：
（A）滾珠軸承，具有單列或雙列滾珠者。本組亦包括滾珠之滑動機構，例如：
（1）由一鋼製外環固鎖於黃銅內環，該黃銅內環具有六個等距之撱圓長槽以環繞小型鋼製滾珠組成者。
（2）鋼製游動限制式，包含一具有槽孔之圓筒，一滾珠籠與一殼罩。
（3）鋼製自由游動式，包含一弓形件，一圍繞軸承滾珠之蓋件，以及一具有三角形斷面槽之導軌。
（B）滾子軸承，具有單列或雙列之任何形式之滾子者（圓筒形、圓錐形、琵琶桶形等）。
（C）滾針軸承。其與普通滾子軸承不同之處在於具有單一直徑不超過 5 厘米之圓筒形滾子，並且該等圓筒形滾
子之長度至少為其本身直徑之三倍。滾子之兩端可為圓弧形（見本章目註解 4）。這些滾子裝設於軸承之兩
環之間並且大多無籠件之設置。
由於須承受壓力之故，通常係以鋼（尤其鉻鋼）製成，雖供特殊用途之軸承有以青銅、紅銅或塑膠製成者。

零件
本節包括滾珠、滾子與滾針軸承之零件，例如：
（1）拋光之鋼珠（不論是否用於本節之軸承者），其最大及最少直徑與公稱直徑之差異不大於 1％或 0.05 公厘者；
不符合本項定義之鋼珠則列入第 73.26 節（見章註 6）。
（2）紅銅、青銅、塑膠等製之軸承滾珠。
（3）任何形狀之軸承用滾針或滾子。
（4）環、鋼珠籠，固定套筒等。
*
* *

本節不包括裝有滾珠、滾子或滾針軸承之機器零件，其應歸入本身適當之節，例如：
（a）軸承殼體與軸承托架（第 84.83 節）。
（b）腳踏車輪轂（第 87.14 節）。

84.83-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及曲柄；軸承殼及平軸承；齒輪及齒輪裝置；滾珠或滾
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包括扭矩轉換器；飛輪及滑輪，包括滑輪組；離合器及
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8483.10-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及曲柄
8483.20-軸承殼，附有滾珠或滾子軸承
8483.30-軸承殼，未附有滾珠或滾子軸承；平軸承
8483.40-齒輪及齒輪裝置（帶齒輪、鏈輪及其他傳動元件，單獨呈現者除外）；滾珠或滾
子螺桿；齒輪箱及其他變速器，包括扭矩轉換器
8483.50-飛輪及滑輪，包括滑輪組
8483.60-離合器及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8483.90-齒輪、鏈輪及其他傳動元件，單獨呈現者；零件
本節所涵蓋之物品主要如下：
（i）使用於將外來之動力單元傳送至一部或以上之機器用之動力傳送機械之某些元件。
（ii）使用於將動力傳送至同一機器各部分之某些機器內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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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傳動軸（包括凸輪軸及曲柄軸）與曲柄
這些機件通常傳送迴轉式動力。其包括：
（1）由發動機直接驅動之主軸或驅動軸。
（2）副軸，藉皮帶與皮帶輪或藉鑲齒等與主軸聯結；其用以將主軸之動力驅送至許多機器，或至同一機器之不
同部分。
（3）活節軸，藉由球窩接合方式等將兩個或以上之軸連接而得。
（4）可撓軸，其將趨動單元之運動傳送至，例如手工具，測試儀器（轉數計數器，速率錶等）。
（5）曲柄或曲柄軸。這類軸可以製成一件或由幾件組成，接受一往復運動（例如自一活塞引擎）並且也將之轉
換成旋轉運動，或反之亦可。
（6）凸輪軸與偏心軸。
本節不包括不傳動動力但僅支持一轉輪或其他轉動零件用之簡單心軸。
其亦不包括：
（a）單一斷面之鐵或鋼製桿（第 72.14 或 72.15 節）。
（b）用以製造撓性傳動器之撚金屬絲，僅簡單切成段而未裝有連接附件者（第 73.12 節）。
（c）用以將運動傳送至除草機或割草機之切刀桿之擺動連接桿（第 84.33 節）。

（B）軸承殼與平軸承
軸承殼由設計來裝配平軸承，滾珠軸承，滾子軸承等之框架或墊塊，而軸或心軸之端部旋轉於其間（或在止
推軸承之情況為抵著軸或心軸之端部）。其通常由兩部分組成，在配合一起時便形成一環以支持軸承。其可裝配
潤滑軸承之器具。
其亦常配有一平板，椅件，托架等，以便可以固定到機器上，或固定到建築物之牆壁或其他部分，但椅件、
平板、托架等，不與軸承殼配合者（其本身亦非設計來裝配軸承者）則依其構成材料分類（通常為第 73.25 或 73.26
節）。
軸承殼裝配有滾珠軸承，滾子軸承或滾針軸承者仍分類於本節；但滾珠軸承，滾子軸或滾針軸承單獨進口者
列入第 84.82 節。
反之，平軸承即使進口時無軸承殼仍分類於本節。其由抗摩擦金屬或其他材料（例如燒結金屬或塑膠）製之
環組成。其可為一單件或由幾件夾緊在一起，而形成平滑之軸承以令軸或心軸旋轉於其間者。
本節不包括石墨或其他碳化物軸承（第 68.15 節）。

（C）齒輪與齒輪裝置包括摩擦齒輪與鏈輪
基本之齒輪為有齒之輪，圓筒，圓錐體，齒條或蝸輪等。此類齒輪之結合體係由一機件之齒與另一機件之齒
嚙合，使旋轉運動由一機件傳至另一機件依次進行。依據每一機件之齒數，旋轉運動之傳送速度可以相同或較快
或較慢；根據齒輪之類型及與另一嚙輪機件齒合之角度，其動力傳送之方向可以變更；可將旋轉運動改變為直線
運動或將直線運動改變為旋轉運動（如同齒條與小齒輪）。
本組包括各種齒輪，如簡單之鑲齒輪、傘齒輪、圓錐形齒輪、螺旋形齒輪、蝸輪、齒條與小齒輪、差速齒輪
等，以及此類齒輪之組合體。與傳動鏈條共用之齒形輪與類似之輪亦包括在內。
本組亦包括摩擦齒輪。此類齒輪係輪，圓盤或圓筒，如將其中之一裝於驅動軸上，並將另一個裝於被動軸上，
即可藉彼此之間摩擦產生傳動作用。此類齒輪通常為鑄鐵製成，有時並覆以皮革、木材、膠合纖維或其他材料以
增加摩擦力。

（D）滾珠或滾子螺桿
─ 1306 ─

Ch.84
滾珠或滾子螺桿由具有螺紋之主軸與沿著其內表面螺紋間之路徑分置有軸承滾珠或滾子之螺母所組成;該裝
置能使旋轉運動變換為直線運動;反之亦同。

（E）齒輪箱與其他變速器，包括扭矩轉換器
這些機件在一定之速度範圍內其速度可按機器之需要以手動或自動予以調整。其尚包括：
（1）齒輪箱，係由齒輪結合體組成，齒輪之排列能任擇其一；因此其傳動速度可按齒輪之排列而改變。
（2）摩擦圓盤或摩擦圓錐體連接器以及其配合之鏈條或驅動皮帶，其中之圓盤、圓錐、鏈條或皮帶係與摩擦輪
接觸，摩擦輪之位置係相對於圓盤之中心或圓錐體之端部可作自動改變（或依需要作改變），於是控制了
傳送之旋轉速度。
（3）可變速之流體連結器，包括液壓扭矩轉換器。速度變化係藉由流體（通常為油）中之驅動元件葉片抵對著
被動元件之固定或活動葉片作旋轉而得。動力以壓力（液體靜力改變器）或以通量（液體動力改變器或扭
矩轉換器）傳送之。
本節不包括與發動機組合之齒輪箱或其他變速器；此類機具應與馬達分類於同一節。

（F）飛輪
這些飛輪為相對的大、笨重之轉輪，通常其構成使得其重量集中在輪緣附近。當其轉動時，輪子之慣性趨於
阻止馬達速度之改變而得以保持速度不變。飛輪在某些情況下可以設有凹槽或鑲齒之輪緣，或裝配有連桿，因此
在某些情況下可用以傳動動力（例如當作驅動之滑輪或鑲齒輪）。

（G）滑輪，包括滑輪組
滑輪由轉輪，有時候具有槽形輪緣之轉輪組成，藉無端之皮帶或繩索接觸於其間旋轉，而將旋轉運動自一滑
輪傳送至另一滑輪者。本節包括簡單之滑輪，鼓形輪（寬滑輪），錐形滑輪，階級滑輪等。
本組亦包括托吊車等用之滑輪組，以及自由滑輪其本身不傳送任何動力而僅僅當作傳動用繩或索之導輪或旋
轉支柱者（例如用以調整驅動用皮帶張力之惰輪與導輪）。
兩組或以上之滑輪組之組合（如吊重機）則不包括於本節（第 84.25 節）。

（H）離合器
這些離合器用以依意願連接或分離驅動。其包括：
摩擦式離合器，其中之轉盤、環、錐形體等具有摩擦表面，可以接合或分開；爪牙（或爪形）離合器，其相
對之接合件具有凸出部分與相對應之長槽；自動離心式離合器，依旋轉速度作接合或分開；壓縮空氣離合器；液
壓離合器等。
電磁離合器則除外（第 85.05 節）。

（IJ）聯軸器（包括萬向接頭）
這些聯軸器包括套筒聯軸器、凸緣聯軸器、撓性聯軸器、液壓聯軸器等，以及萬向聯軸器（諸如萬向接頭與
歐丹（Oldham）聯軸器）。

零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所屬物品之零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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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
（a）第 72.07 節之粗鍛件。
（b）上述種類傳動設備（齒輪箱，傳動軸，離合器，差速器等），而其係設計來專用於或主要用於車輛或飛機
者（第十七類）；但要註明者為本例外不適用於車輛或飛機引擎內部零件──這類零件仍分類於本節。
因此曲柄軸或凸輪軸即使專用於車輛引擎仍屬於本節；但車輛傳動（推進器）軸，齒輪箱與差速器則
列入第 87.08 節。
更應註明者為本節中所述之傳動設備即使特別設計為船舶使用者仍分類於此。
（c）鐘或錶之零件（第 91.14 節）。

84.84-密合墊及金屬片與其他材料或兩層或多層金屬片合成之類似接合墊；成份不同之密合墊
或類似接合墊成組或多種裝於袋、封套或類似包裝內者；機械軸封。
8484.10-密合墊及金屬片與其他材料或兩層或多層金屬片合成之類似接合墊
8484.20-機械軸封
8484.90-其他
（A）密合墊片及金屬片與其他材料合成或兩層或多層金屬片合成之類似接合墊片
這些由以下組成：
（i）石棉芯（有時為氈呢、紙板或其他非金屬材料）夾於兩層金屬片之中者。
或（ii）切成所需形狀之石棉或其他非金屬材料，且沿其外緣及在密合墊片或接合墊片上所打之孔洞邊緣均以薄
金屬片被覆者。
或（iii）由多層（相同或不相同金屬製之）金屬箔壓合者。
該等製品主要用於某些馬達或泵或某些管接頭。
但本節不包括以金屬線或金屬網強化石棉板製密合墊片及接合墊片（第 68.12 節），除非此類製品係屬於本
節第二部分所列之成套者或配合品之部分品。

（B）密合墊片組或類似接合墊片組
此等之組合係以任何材料（凝聚之軟木、皮革、橡膠、紡織品、紙板、石棉等）製成者，如已裝於小袋、封
套、盒子內者仍列於此，但必須非以相同之材料所組成者。
列入本節之組合至少須含有兩個以不同材料製成之密合墊片或接合墊片。因此一小袋、封套、盒等如裝有五
個均以紙板製成之密合墊不屬於本節而應列入第 48.23 節；但該製品組如亦含有一個橡膠密合墊片者則列入本節。

（C）機械軸封
機械軸封（例如滑動軸封及彈簧軸封）形成機械組件，在平面、旋轉面間形成一防漏的連結裝置，以避免由
安裝面洩露機器或裝置內之高壓，並抵制運轉組件及振動釋出之壓力及應力等。
上述軸封之構造通常相當複雜。係包括：
（i）固定部分：軸封被安裝時成為與機器或裝置一體之者;及
（ii）活動部分：旋轉元件及彈簧元件等構成。
由於其具有活動部分，故特別稱之為「機械軸封」。
軸封係作為防振裝置、軸承、及實際密封裝置，有些情況做為聯結器。此類軸封之應用範圍甚廣，包括泵浦、
壓縮機、混合機、攪拌機、渦輪等，其由各種不同的材料及結構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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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
（a）密合墊片或接合墊片不符合上述（B）項之條件，非為組合而附有金屬片或金屬箔者；此類製品應按所組成
之材料分類。
（b）機器用迫緊（例如，石棉繩製者，第 68.12 節）。
（c）第 84.87 節之油封圈。

[84.85]

84.86-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
具；本章註 9（C）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零件及附件。
8486.10-製造晶柱或晶圓之機器及器具
8486.20-製造半導體裝置或積體電路之機器及器具
8486.30-製造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
8486.40-本章註 9 （C）所規範之機器及器具
8486.90-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專供或主要供製造半導體晶柱或晶圓、半導體元件、積體電路或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設備，而不包
括用於測量、檢驗、檢查及化學分析等之機器及設備（第 90 章）。

（A）製造晶柱或晶圓之機器及器具
本組包括以下用於製造晶圓之機器及器具：
（1）單熔爐─用於矽晶棒的分區融熔及精煉；氧化爐─用於晶圓表面的氧化；擴散爐─用於晶圓雜質的摻雜。
（2）晶體成長及拉單晶設備─用於生產超高純度的單晶半導體晶柱，晶圓可由此設備切割出。
（3）晶體研磨機─將晶柱研磨至晶圓所需之精確直徑，並研磨晶柱平面以決定導電形式及晶體的電阻率。
（4）晶圓切割機─將單晶半導體材料的晶柱切割成晶圓。
（5）晶圓研磨、層疊及拋光設備─半導體晶片製程的前置作業，包涵將晶片尺寸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其中尤
以晶片表面的平整度為關鍵。
（6）化學機械研磨設備（CMP）─結合化學去除及機械研磨以將晶片拋光及平整化。

（B）製造半導體元件或積體電路之機器及器具
本組包括以下用於製造半導體元件或電子積體電路之機器及器具：
（1）薄膜成型設備─於製造過程中在晶圓表面形成各式各樣的薄膜，這些薄膜在完成的元件上可以作為導體、
絕緣體或半導體，可以包含基板表面的氧化物及氮化物、金屬及磊晶層，以下所列的製程及設備並不侷限
於特定形式薄膜的成形。
（a）氧化爐─在晶圓上形成氧化物「薄膜」。氧化物的形成是晶片最上層原子層及所加入的氧氣或水氣經
由加熱過程起化學反應而來。
（b）化學氣相沉積（CVD）鍍膜設備─藉由在高溫的反應爐中，將適當的氣體結合以反應沉積成各種不同
的薄膜，這是一種熱化學的氣相反應機制，其作用可在大氣壓下或是低壓（LPCVD）下進行，且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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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漿輔助（PECVD）。
（c）物理氣相沉積（PVD）鍍膜設備─將固態物質蒸發以沉積各式各樣的薄膜。例如：
（1）蒸鍍設備─將原材料加熱以形成薄膜。
（2）濺鍍設備─以離子轟擊原材料(靶材)以形成薄膜。
（d）分子束磊晶（MBE）設備─在超高真空的環境下，以原子束在加熱的單晶基板上成長磊晶層，且與物
理氣相沉積（PVD）鍍膜製程類似。
（2）摻雜設備─將摻雜物（dopant）加入晶圓表面以改變其導電率或其他半導體層的特性，設備如下：
（a）熱擴散設備─摻雜物以高溫氣體作用的方式進入晶圓表面。
（b）離子植入器─摻雜物以離子束加速的型態被「趨入」晶圓表面的晶格結構中。
（c）回火爐─修補離子植入所造成的晶圓晶格結構的破壞。
（3）蝕刻與剝離設備─用於蝕刻或清潔晶圓表面，例如：
（a）濕式蝕刻設備─以噴灑或浸沒的方式來使用化學蝕刻原料；由於噴灑式的蝕刻一次只使用在一片晶圓
上，因此較浸沒的方式能提供更好的均勻性。
（b）乾式電漿蝕刻─蝕刻原料在一個電漿能量場中以氣體的型態呈現，產生一種非等方性的蝕刻剖面。乾
式蝕刻機使用許多不同的方式產生氣態的電漿，並移除半導體晶圓上的薄膜物質。
（c）離子束研磨設備─離子化的氣體原子被加速至晶圓表面。這種碰撞會使頂層從晶圓上完全被移除。
（d）剝離或灰化設備─利用類似蝕刻的技術，此裝置可以將已完成作為「印刷底板」功能後之使用過的光
阻膜自晶圓表面移除。這個設備也可以移除氮化物、氧化物與多晶矽，且呈現等向性的蝕刻剖面。
（4）微影設備─以光阻膜塗佈的方式將設計好的電路轉移至半導體晶圓表面，設備如下：
（a）光阻塗佈設備─包含光阻旋塗機，將液態光阻均勻的塗佈在晶圓表面。
（b）將電路設計（circuit design）（或其部分）曝光在已塗佈光阻之晶圓上的設備。
（i）使用光罩或網線並在光阻上曝光（一般是紫外光，或是 X 光）。
（a）接觸式印刷機─光罩或網線在曝光過程中係與晶圓接觸。
（b）近接式對準機─與接觸式對準機類似，但光罩或網線與晶片並無實際接觸。
（c）掃描式對準機─以投影技術對光罩及晶圓以連續移動方式進行曝光。
（d）步進及重複式對準機─以投影技術ㄧ次一部分地對晶圓曝光。光罩上的圖案可縮小或以 1：
1 之比例曝光至晶圓上，並使用準分子雷射（Excimer Laser）進行改善工作。
（ii）直接寫入晶圓之設備─這些設備是在沒有光罩或網線的狀態下運作。他們使用一種自動資料處
理裝置─由儀器控制的「書寫束」（例如電子束、離子束或雷射）直接將設計好的電路「繪圖」
於塗有光阻的晶圓上。
（5）晶圓顯影設備─包含類似照相沖印室用之化學處理槽。
本節亦包括：
（i）離心機─用於絕緣基板或晶圓上旋塗光阻。
（ii）網印機─用於絕緣基板上以抗蝕刻油墨印製。
（iii）雷射劃線機─用於將晶圓切割成晶粒。
（iv）晶圓切割機。

（C）製造平面顯示器之機器及器具
本組包括製造平面顯示器基板製程設備。但不包含玻璃或是印刷電路板組件或其他裝在平板顯示器上的電子
零組件之製造設備。
本節包括製造平面顯示器的機械與器具，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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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蝕刻、顯影、光阻剝離或是清洗器具。
（2）投影，繪圖或鍍印電路圖之器具。
（3）離心旋轉乾燥機及其他乾燥器具。
（4）感光乳劑塗佈機器（旋轉型）。
（5）供摻雜用之離子植入器。
（6）烤爐、烘箱以及其他用於擴散、氧化、回火或瞬間加熱設備。
（7）化學氣相沈積或物理氣相沈積器具。
（8）研磨和磨光機器。
（9）切割、劃線或是刻痕機器。

（D）本章章註9（C）之機器及和器具
本組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下列情形之機器及器具︰
（1）光罩及網線的製造或修補（例如用於產製似照相產物，光罩之光點繪圖設備及用來修補光罩及網線的離子
銑削機器）。
（2）用於半導體裝置或電子積體電路的裝配者，例如：
（a）雷射雕刻機，適合用來雕刻完整單石積體電路或個別半導體元件之塑膠外殼。
（b）封裝設備－如以壓縮塑膠材料於晶粒週遭而成為其外殼之壓床。
（c）線銲機－透過超音波或電氣壓縮銲法來焊接金線至單石積體電路之接點。
（d）晶圓凸塊設備－用於在切割成晶粒前製作接觸點於整片晶圓上之設備。
（3）用於晶柱、晶圓、半導體裝置、積體電路及平面顯示器的舉升，上下料與裝卸者（例如供半導體晶圓、晶
圓卡夾、晶圓盒和其他材料的運送、上下料及儲存之材料自動搬運機具。）

（E）零件及附件
除應依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所屬機器之零件及附件。本節之零件及附
件亦包含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節所屬機械或器具之工作物或工具夾持器及其他特殊附屬裝置。

84.87-本章未列名之機械零件，不包括電插接器、絕緣子、線圈、接觸器或其他電料。
8487.10-船舶推進器及其葉片
8487.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機器之非電氣零件，但以下所列除外：
（a）設計專用或主要用於特定機器者（包括第 84.79 或 85.43 節之機器、第十七類、第九十章等之機器），這些
零件應與該特定機器歸入同一節中（或另有專設之節者，則歸入該專設之節）。
（b）第 84.81 至 84.84 節所列之零件。
（c）已更明確地列入本分類之其他節之機器零件，或為第十六類類註 1 或第八十四章註 1 所規定不得歸入該項或
該章之物品，例如塑膠製之傳動或輸送用帶或帶狀物（第三十九章）；硫化橡膠製之傳動或輸送用帶或帶
狀物（第 40.10 節）；及非硬質硫化橡膠製之其他零件（第 40.16 節）；皮革或組合皮製之零件（第 42.05
節）；紡織材料製之傳動或輸送用帶或帶狀物（第 59.10 節），及其他紡織品製之機械零件（第 59.11 節）；
陶瓷或玻璃之零件（第六十九或七十章）；全部由寶石或半寶石（天然的，合成的或再製的）製之機械零
件（第七十一章）；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一般性用途之螺絲、鍊條、彈簧及其他零件；刷子（第 96.03 節）。
一般而言，本節之物品係可識別為機器之零件，但非任何特殊機器之零件。依據這些條件，本節包括非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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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潤滑壺；加潤滑油脂用短接頭油嘴；手輪、手桿及握柄；安全護罩與底板；油封環。此種油封環一般為圓斷面，
具有很簡單之構造（例如：由一硫化可撓性橡膠環及一金屬補強裝配而成），缺乏可動零件之特性。用於大多數
之機器或器具以防止油或氣體之洩漏或防止塵埃等由封閉之結合表面進入。
本節亦包括船舶用之推進器及槳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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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電暖毯、電褥、電足套及類似品；電暖衣服、鞋靴、耳套或其他人身穿戴之電暖物品；
（b）第 70.11 節之玻璃製品；
（c）第 84.86 節之機械及器具;
（d）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科用之真空器具(第 90.18 節)；或
（e）第九十四章之電熱家具。
2.─第 85.01 節至 85.04 節不包括屬於第 85.11、85.12、85.40、85.41 或 85.42 節之貨品，但金屬桶式水銀弧整流器，
仍歸入第 85.04 節。
3.─第 8507 節所稱之｢蓄電池｣包括附有使蓄電池可儲存能源及供應能源，或保護其不受損壞之輔助組件者，例如
電氣連接器、溫度控制裝置（如熱敏電阻）及電路保護裝置，其亦可能包括使用於貨物之保護性外殼。
4.─第 85.09 節僅包括通常供家庭用之下列機電器具：
（a）地板擦亮機、食品碾磨器及混合器、及水果或蔬菜榨汁機，均不限重量；
（b）其他機器不超過 20 公斤者。
本節不適用於電扇或含有電扇之通風或再循環蓋，不論是否裝有過濾器（第 84.14 節），離心布料脫水機
（第 84.21 節）、洗碟機（第 84.22 節）、家用洗衣機（84.50 節）、滾筒及其他熨衣機（第 84.20 或 84.51 節）、
縫紉機（第 84.52 節）、電剪刀（第 84.67 節）或電熱用具（第 85.16 節）。
5.─歸入第 85.23 節者：
（a）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例如，快閃記憶卡或快閃電子儲存卡)其本身附有連接插座，係由一個或多個固
定於印刷電路板上之同一殻體積體電路形態快閃記憶體（例如快閃電子抹除式唯讀記憶體 FLASH E2
PROM）所構成者。本裝置可由積體電路形態之控制器及電容器、電阻器等個別被動元件所組成。
（b）所稱「智慧卡」係指卡片上嵌入一個或以上晶片形狀之積體電路（一個微處理器，隨機存取記憶體（RAM）
或唯讀記憶體（ROM））。此類智慧卡可含有接觸器、磁條或嵌入天線，但不得含有任何其他主動或被
動之電路元件。
6.─第 85.34 節所稱「印刷電路」係依預定設計之圖形，以任何印刷方法（如壓紋、電鍍、蝕刻）或覆膜印刷電路
技術，將導體、接點或其他印製元件（如電感器、電阻器、電容器）單獨或相互連接在絕緣基板上之電路，
此等印製元件不包括其他能產生整流、調變或放大訊號之元件（如半導體元件）。
所稱『印刷電路』可裝有其他非印刷製之連接元件，但不包括非屬印刷製作過程中所獲致之元件所組成
之電路或個別、分立之電阻器、電容器或電感器。
薄膜或厚膜電路包含有上述相同製造技術過程中產製之主動及被動元件者，均歸入第 85.42 節。
7.─第 85.36 節所稱「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係指於數位線路系統中，該連接器將光纖尾端對
尾端簡單機械地整齊排列，其不能執行訊號放大、再生或調變等其他功能。
8.─第 85.37 節不包括供電視接收機或其他電氣設備遙控用之無線紅外線裝置（第 85.43 節）。
9.─歸入第 85.41 及 85.42 節須注意下列規定：
（A）「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之半導體裝置」係半導體裝置，其作用係應用電場而改變電阻率者；
（B）「積體電路」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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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石積體電路，其內電路元件( 二極體、電晶體、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製作在半導體或化
合物半導體材料(例如攙雜矽晶、砷化鎵、矽鍺、磷化銦）基板裡面（主要）以及表面上，而且不
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
（b）混合積體電路，在其內以薄膜或厚膜技術產製之被動元件（如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以
及以半導體技術做成之主動元件（如二極體、電晶體、單石積體電路等），依所有需求及目的，
藉由直接或以纜線相互連接，不可分割地組合在同一絕緣基板（如玻璃、陶瓷等）上。此等電路
亦可包括分立組件；
（c）多晶粒積體電路，係包含二個或二個以上相互連接之單石積體電路，依其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地結
合而成。不論是否在一個或一個以上之絕緣基片上，有無導線架，但不得含有其他主動或被動電
路元件。
（d）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係由 1 個或多個單石、混合或多晶粒積體電路，與至少 1 個下列元件：
矽基感測器、致動器、振盪器、共振器或其組合，或執行第 8532、8533、8541 節物品功能之元件，
或分類於第 8504 節之電感器，依其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地形成如積體電路般之單一個體，並以接
腳、導線、錫球、基板、凸塊或焊墊連接，組裝在印刷電路板（PCB）或其他載板上的一種組件。
本定義相關用詞：
1.「元件」可為分離元件，個別製造後，再與 MCO 其他部分組裝，或與其他元件整合。
2.「矽基」係指建於矽載板上，或由矽材料製成，或於積體電路晶粒上製成。
3.(a)「矽基感測器」係由半導體或其表面上所製成之微電子或機械結構所組成，其具有檢測物理或
化學量，並轉換為由電子特性或機械結構位移之變化所造成之電氣信號之功能。「物理或化
學量」係指真實世界的有關現象，如壓力、聲波、加速度、振動、移動、方向、張力、磁場
強度、電場強度、光、放射性、溼度、流量、化學品濃度等。
(b)「矽基致動器」係由半導體或其表面所製成之微電子及機械結構所組成，其具有將電氣信號轉
換為物理運動之功能。
(c)「矽基共振器」係由半導體或其表面所製成之微電子或機械結構所組成之元件，其具有產生預
設頻率之機械或電氣振盪之功能。該預設頻率取決於對應外部輸入之物理幾何結構。
(d)「矽基振盪器」係由半導體或其表面所製成之微電子或機械結構所組成之主動元件，其具有產
生預設頻率之機械或電氣振盪之功能。該預設頻率取決於物理幾何結構。
本註所明定之物品在歸列上，除歸入第 85.23 節者外，即使適用本稅則其他節，尤其是物品之功能，仍
應優先歸入第 85.41 及第 85.42 節。
10.─第 85.48 節所稱『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係指因破損、切碎、磨損或其他原因而無法使
用，亦無法再充電者。
*
**

目註：
1.─第 8527.12 目僅包括內裝有擴大器而無揚聲器之卡式放音機，不需外接電源即能操作且其體積不超過 170 毫米
×100 毫米×45 毫米者。

總

則

（A）本章之範圍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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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所有電氣機械與設備，但不包括以下各項：
（a）第八十四章所列之同類機器與器具，即使係電氣用品仍屬於該章（見該章註解總則）。及（b）若干物
品以整體而言不歸入本類者（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
與第八十四章之規則不同的是，本章之物品即使以陶瓷材料或玻璃製成仍屬於此章，惟第 70.11 節之開口中
空玻璃（包括泡與管）除外。
本章包括以下各項：
（1）供生產，變換或儲存電力用之機器與器具，例如發電機，變壓器等（第 85.01 至 85.04 節），及原電池（第
85.06 節）與蓄電池（第 85.07 節）。
（2）某種家用器具（第 85.09 節）及刮鬍刀、剪髮器及除毛髮用具（第 85.10 節）。
（3）某些機器與用具其藉電氣之特性與效應而操作者，例如電磁效應，電熱特性等（第 85.05，85.11 至 85.18，
85.25 至 85.31 及 85.43 節）。
（4）記錄或重放聲音之儀器與用具；影像記錄器與重放機；及此類儀器與用具之零件及附件（第 85.19 至 85.22
節）。
（5）錄音或錄製其他類似現象用之媒體（包括影像記錄媒體，但第三十七章之照相或電影攝影軟片除外）（第
85.23 節）。
（6）某些電器用品，通常不獨立使用但裝配於電氣設備上後即擔任特定角色之組件，例如電容器（第 85.32 節），
開關，熔絲，接線盒等（第 85.35 或 85.36 節），燈泡（第 85.39 節），熱離子管，電子管（第 85.40 節），
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第 85.41 節），電氣用碳（第 85.45 節）。
（7）某些物品與材料，因具傳導或絕緣特性而用於電氣器具與設備者，諸如絕緣電線與組合體（第 85.44 節），
絕緣體（第 85.46 節），絕緣配件與內有絕緣襯料之金屬導管（第 85.47 節）。
除以上所列電氣物品外，本章亦包括永久磁鐵，含尚未磁化者及永久磁鐵之工作件夾持器（85.05 節）。
但應注意，本章僅包括某類電熱器具，例如熔爐等（第 85.14 節）與空間加熱設備，家用器具等（第 85.16 節）。
更應予注意者，有些電子記憶模組【例如，SIMMs(單線型記憶模組)及 DIMMs(雙線型記憶模組)】，其不能視
為第 85.23 節之物品或第 85.42 節（見本章註 9（B）（d））之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且無其他獨立功能，應
依第十六類類註 2 規定分類如下：
（a）模組係專用或主要適用於自動資料處理機者，應按此類機器之零件歸入第 84.73 節，
（b）模組係專用或主要適用於其他特定機器或同節之數種機器者，應按該機器或該組機器之零件分類，及
（c）模組不能識別其主要用途者，應歸入第 85.48 節。
惟一般而言，電熱器具應歸屬其他各章（主要為第八十四章），例如，水蒸汽發生鍋爐與過熱水鍋爐（第 84.02
節），空氣調節器（第 84.15 節），烘烤，蒸餾或其他器具（第 84.19 節），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第
84.20 節），家禽孵卵器與育雛器（第 84.36 節），供木材、軟木、皮革等一般用途之烙印機（第 84.79 節），醫
療器具（第 90.18 節）。

（B）零件
關於一般零件之分類，詳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
本章所列機器或器具之非電氣零件分類如下：
（i）甚多物品係歸入其他各章（尤其第八十四章），例如：泵與風扇（第 84.13 或 84.14 節），栓塞，旋塞等（第
84.81 節），滾珠軸承（第 84.82 節），傳動軸，齒輪裝置等（第 84.83 節）。
（ii）其他非電氣零件，專供或主要用於本章之某一特定電氣機器者（或同一節內若干機器者）應按該機器（或
該組機器）分類或適當歸於第 85.03、85.22，85.29 或 85.38 節。
（iii）其他非電氣零件列入第 84.8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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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1-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8501.10-電動機輸出未超過 37.5 瓦者
8501.20-輸出超過 37.5 瓦之交直流兩用電動機
-其他直流電動機；直流發電機：
8501.31--輸出未超過 750 瓦者
8501.32--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超過 75 瓩者
8501.33--輸出超過 75 瓩但未超過 375 瓩者
8501.34--輸出超過 375 瓩者
8501.40-其他單相交流電動機
-其他多相交流電動機：
8501.51--輸出未超過 750 瓦者
8501.52--輸出超過 750 瓦，但未超過 75 瓩者
8501.53--輸出超過 75 瓩者
-交流發電機：
8501.61--輸出未超過 75 仟伏安者
8501.62--輸出超過 75 仟伏安，但未超過 375 仟伏安者
8501.63--輸出超過 375 仟伏安，但未超過 750 仟伏安者
8501.64--輸出超過 750 仟伏安者
(Ⅰ) 電動機
電動機係將電能變換為機械動力之機器，本組包括旋轉馬達與線性馬達。
（A）旋轉馬達藉一種旋轉運動的形式產生機械動力。根據所使用之電流究係直流或交流，以及所設計之用途或
目的，旋轉馬達具有多種類與大小。馬達外殼可適應馬達操作之環境而定（例如防塵，防滴或防火焰馬達；
非固定式裝置供皮帶傳動之馬達，或供激烈震動用之馬達）。
甚多馬達得裝有風扇或其他裝置用以冷卻運轉中之馬達。
除用於內燃機之起動電動機（第 85.11 節）外，本節包括各種類型電動機，從用於儀器，時鐘，定時開
關，縫紉機，玩具等小馬力至滾壓機等所用之大馬力馬達等。
馬達即使裝有滑輪，齒輪，齒輪箱或可撓軸以操作手工具者仍列入本節。
本節包括推進船舶用之船外馬達，船外馬達係由電動機，軸，螺旋漿及舵組合而成。
時鐘運轉用之同步馬達與裝有齒輪者皆歸入本節；但若同步馬達與時鐘運轉輪列結合者除外（第 91.09
節）。
（B）線性馬達藉線性運動形式產生機械動力。
線性感應馬達之主要包括一或多組之一次端，其包含磁路矽鋼片（磁性體薄片堆砌而成）其上繞線圈
及二次端，通常為銅或鋁片或孔型。
此類馬達於一次端輸入交流電流引起激磁作用而與二次端之作用產生推力。一次端與二次端間有氣
隙，而其並進運動的動作（一次端維持靜止，另一次端移動）之產生無須機械接觸。
線性感應馬達的特性是依其設計目的而有所不同；如推進磁浮火車（一次端裝於車上及跨於鐵軌（二
次端之軌道上）；以動力推進處理巨件設備（二次板裝設在電車輪的下面），而於一次線圈系列（裝於軌
道間）上行進；操作高架輸送機（裝有一次端之轉向架即於二次端下行走）；使車子在停車場或車庫定位
（二次端由裝於地板之一次端所替代），控制，例如活塞幫浦及閥（此種作用乃使多電磁線性馬達軸（二
次端）在環狀的一次端內部來回移動）；機械工具之定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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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流線性馬達，動作方式係藉電磁體間或電磁體與永久磁鐵的相互作用，能被使用於交變或振動馬達
（例如用於往復式幫浦，織梭驅動裝置），步進馬達（例如小型運送裝置）等。
本組亦包括：
（1）伺服馬達，基本係由裝有減速齒論之馬達與裝設有動力傳送裝置（例如槓桿、滑輪）所分別組成，其
設計為調整鍋爐，火爐或其他工廠（和可能有一種緊急手輪操作裝備）以調整位置來做調節控制。
（2）自動同步單元，係裝有三組成 120 度之繞組的靜子與燒置單一繞線連接至二個滑環之轉子，成對（同
步發送機與同步接收機）使用，如遙測或遙控控制系統。
（3）電氣式閥啟動器，係由裝有減速齒輪之馬達與傳動軸所組成，並在某些情況裝設各種不同裝置（電氣
起動器，變壓器，手輪等）以操作閥塞。

(Ⅱ) 發電機
此項機器係將各種能源（機械的，太陽的等）轉變為電能，皆歸屬於此節，除非其適於歸屬於本商品標準分
類之任一節。
此類機器分為兩大類，即直流發電機與交流發電機。大體上兩者主要均含有定子與轉子；定子係裝於機殼內，
而轉子則裝於定子內之軸上而由原動機予以推動。若是直流電動機其整流器扇形片即裝於轉子軸上，產生之電流
則由與扇形片相摩擦之碳刷系統收集並傳至外線路。多數之交流發電機為無刷式，其所產生之電流即直接引至外
線路，其他之交流發電機所產生之電流由裝於轉子軸上之滑環收集並藉著與滑環相摩擦之碳刷系統傳送出來。
定子通常由電磁石系統組成，但若干直流發電機（磁電式電動機）則用永久磁石系統。轉子則由裝於層疊之
鐵心上之線圈系統組成；此一系統稱為電樞。若干交流發電機之旋轉系統部分則為磁場系統。
發電機得以手或腳操作，但通常設有原動機（例如：液壓渦輪，蒸汽鍋輪，風力引擎，往復式蒸汽引擎，內
燃活塞動力機）。但是，本節僅包括不裝置原動機之發電機。
本節亦包括光電式發電機，含有光電管與其他儀器組合成之控電盤，例如：蓄電池與電子控制（電壓調整器，
變流器等）及裝備著元件之控電盤或模組，不管多簡單的（例如，二極體控制電流之方向），以直接供電力給馬
達，電解槽。
此項裝置，利用太陽電池轉換太陽能直接變成電能（光電變換）。
本節涵蓋全部發電機包括發電廠之大型發電機；小型輔助發電機，作為其他發電機繞組激磁之用；各種尺寸
與類型之發電機用於供給電流作不同之用途者（例如：用於非以外界電力補給之船舶與農莊，化學工廠電解用，
以及柴油一電氣火車等用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滾筒或滾軸結合馬達，用於帶式或滾軸式輸送機（第 84.31 節）。
（b）第 84.79 節之振動馬達與電磁振動器（見該節）。
（c）發電機連結原動機（第 85.02 節）。
（d）高壓電產生器（第 85.04 節）。
（e）原電池與原電池組（第 85.06 節）。
（f）交直流發電機與內燃引擎連合使用，或作為腳踏車或機動車輛之電氣照明或信號設備用（分別為第 85.11 與
85.12 節）。
（g）太陽電池無論是否裝配成模組或面板，但尚未裝有其他不管多簡單，可直接供給電力給馬達、電解槽等之
元件（第 85.41 節）。
（h）某些電氣器具有時雖稱產生器（generators）但並不產生電能，例如：信號產生器（第 85.43 節）。
（ij）
第九十章之產生器，例如：Ｘ光產生器
（第 90.22 節）
；為教學目的而設計且不適合其他用途之產生器（generators）
（第 90.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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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分類於第 85.03 節。

85.02-發電機組與旋轉變流機。
-發電機組，以壓縮點火活塞內燃機（柴油或半柴油引擎）組成者：
8502.11--輸出未超過 75 仟伏安者
8202.12--輸出超過 75 仟伏安，但未超過 375 仟伏安者
8502.13--輸出超過 375 仟伏安者
8502.20-發電機組，以裝置火花點火活塞內燃機組成者
-其他發電機組：
8502.31--風力者
8502.39--其他
8502.40-電動旋轉變流機
(Ⅰ) 發電機組
「發電機組」係指發電機與各種原動機（除了電動機以外）（例如：液壓渦輪、蒸汽鍋輪、風力引擎、往復
式蒸汽引擎、內燃機）之組合體。發電機組係由發電機與其原動機組成，兩者裝設（或設計裝設）一起成一單元，
或同一底板上（參閱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只要發電機與原動機裝置一起者應歸屬本節（即使為運輸之便利而分
別包裝者）。
供焊接設備用之發電機組如未與焊接頭或焊接設備一起而係單獨進口者亦歸入本節。但進口時如與其焊接頭
或焊接器具一起者則除外（第 85.15 節）。

(Ⅱ) 電動旋轉變流機
主要係由發電機與原動機含有馬達聯合組成並係固定裝置於共同基座上。亦有藉共同若干線圈將兩種功能給
合成為一單元者。可用以改變電流性質（例如由交流變為直流或由直流變為交流）或用以改變某些特性，諸如交
流電之電壓，頻率及相位（例如：由 50 周波變為 200 周波，或由單相變為三相電流）。另一種旋轉變流機（有時
稱之為旋轉變壓器）可用以改變直流電之電壓。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分類於第 85.03 節。

85.03-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01 或 85.02 節所列機器之零件。
應依照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本節包括前述二節之機器零件。本項分類廣泛範圍零
件包括：
（1）外框與外殼，定子，轉子，集電環，集電器，碳刷夾持器，激磁線圈。
（2）電片與電板，其形狀為方形或矩形者除外。

85.04-變壓器、靜電式變流器（例如：整流器）與電感器。
8504.10-放電式燈泡或燈管之安定器
-液體介質變壓器：
8504.21--容量未超過 650 仟伏安者
─ 1318 ─

Ch.85
8504.22--容量超過 650 仟伏安，但未超過 10,000 仟伏安者
8504.23--容量超過 10,000 仟伏安者
-其他變壓器：
8504.31--容量未超過 1 仟伏安者
8504.32--容量超過 1 仟伏安，但未超過 16 仟伏安者
8504.33--容量超過 16 仟伏安，但未超過 500 仟伏安者
8504.34--容量超過 500 仟伏安者
8504.40-靜電式變流器
8504.50-其他電感器
8504.90-零件
(Ⅰ) 變壓器
變壓器係不具有可移動構件之裝置，其利用感應與預置或可調整系統，以改變交流電之電壓，阻抗等。此項
變壓器通常含有兩個或以上之線圈，係由絕緣線以各種不同之結構纏繞於疊合鐵片製之鐵芯而成，雖亦有（例如
射頻變壓器）無電磁鐵芯者，或鐵芯可能以凝集鐵粉，鐵氧磁體等製成者。在一線圈（一次電路）中之交流電感
應另一線圈（二次電路），形成不同值之電流及電壓的交流電。變壓器在特定情況下僅有單線圈（如自耦變壓器），
其中部分繞組係供一、二次電路共用。殼式變壓器之殼係由疊合鐵片製成，圍繞於變壓器上。
某些變壓器有特殊用途之設計，例如匹配變壓器，以使電路阻抗與另一電路阻抗相匹配，儀器用變壓器（有
者稱為電流或電壓變壓器，組合式儀器用變壓器），係用以階段升降電壓或電流至連接設備之範圍，例如，計量
儀器，電錶或保護電驛。
本節包括各種變壓器。從用於控制流通放電式燈泡或燈管電流量之安定器，無線電機，儀器，玩具等之小型
變壓器到用於發電廠，或連接幹線之變電所、配電所或二次變電所之大型變壓器。大型變壓器有浸於油槽中者或
附裝有散熱器、風扇等以供冷卻之用。變壓器之頻率不一，可能由主頻率至極高之無線電頻率。本節亦包括用於
配對線路上，以平衡電抗來減少電磁干擾之平衡裝置。
變壓器功率使用容量係基於繼續使用在二次端額定電壓（或適用之額定電流）與未超過額定溫度限度之額定
頻率情況下之仟伏安（KVA）輸出。
供電焊設備用之變壓器如單獨進口而無焊頭或焊接器具者仍列入本節。但附裝焊頭或焊接器具者例外（第
85.15 節）。
本節亦包括感應線圈，係一種變壓器，其一次電路之間歇或變動性直流電可感應而於二次電路中產生相當之
電流。此類線圈可用以升高電壓至較高之值，或用於電話機者在二次電路中可再生小變動電流，其變動情形與一
次電路中之穩定直流電所受者相當。本節包括各種感應線圈，但內燃機用之點火設備者除外（第 85.11 節）。

(Ⅱ) 靜電式變流器
此組設備用於變換電能使其適合作更多用途。其可結合各種不同型式之變換元件（例如電子管）。經亦可結
合各種輔助裝置（例如變壓器，感應線圈，電阻器，指令調節器等），其操作是基於變換元件交替作為導體與非
導體之原理。
本項設備結合輔助電路以調節突波電流之電壓者仍歸屬於本組，甚且有時被視為電壓或電流調節器時亦仍歸
屬於本類。
本類包括：
（A）整流器藉以將交流電（單相或多相）變換為直流電，通常伴隨著電壓變化。
（B）變流機藉以將直流電變換為交流電。
（C）交流電變流器與週波變流機藉以將交流電（單相式多相）變換為不同頻率或電壓。
（D）直流電流變流器藉以將直流電變換為不同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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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式變流器依據其裝置之變換元件可分成下列主要種類：
（1）半導體變流器係基於某些晶體間之單向傳導性。此類換流器係由半導體變換元件與不同之其他裝置（例
如冷卻器，帶導體，驅動器，調節器，控制電路）所組成。
包括有：
（a）單晶體半導體整流器使用含矽或鍺晶體（二極體，閘流體，電晶體）之裝置作為變換元件。
（b）多晶體半導體整流器使用一個硒碟。
（2）氣體放電換流器，諸如：
（a）水銀弧整流器，其變換元件由一真空之玻璃包封或金屬箱組成，其包含陰極汞與一個或多個陽極
作為欲整流電流之通路。並裝有例如起動，交電，冷卻及有時維持真空之輔助裝置。
依據觸發器之機構不同氣體放電變流器可分為兩類，即（具有充電陽極）之「激子」與（具有觸
發器）之「引燃管」。
（b）具熾熱陰極之熱離子整流器其變換元件（例如閘流管）除了以熾熱陰極替代水銀陰極外，其餘皆
與水銀弧整流器相同。
（3）具機械變換元件之變流器，係基於不同接點之單向傳導性，如：
（a）接觸整流器（例如使用於凸輪軸）具有一裝置，其金屬接點與被整流之交流電之頻率作同步啟閉。
（b）水銀旋轉噴射式水銀噴射輪機整流器，該水銀旋轉噴射與交流電流之頻率同步，使水銀衝擊一固
定接點。
（c）具有薄金屬榫舌之振動器式整流器。該振動器在交流電頻率擺動，而在接觸其接點時電源電流可
流過。
（4）電解整流器。係以若干金屬之結合體件為電極，並以某種溶液作為電解液，使電流單向流動。
靜電式變流器使用於不同目的，例如：
（1）變流器供給電能驅動固定式機械或電動牽引車輛（例如機車）。
（2）供電用變流器，例如蓄電池充電器（主要由整流器連結變壓器與電流控制儀器所組成），供應電鍍與
電解之換流器，緊急用電力組，供給高壓直流電裝置用之變流器，供加熱用與電磁鐵電流用之變流器。
本項分類亦包含所稱高壓電產生器之變流器（尤其與無線電儀器，放射管，微波管，離子束管共用），常
藉整流器，變壓器等將主電源電流變換成高壓直流電以供給有關設備之用。
本節亦包括穩定化電源供應器(整流器併裝有調節器者)。例如，電子設備常使用之不斷電電源供應單元。
惟特別設計用以供給放射性儀器之高壓電產生器（或變壓器）者應歸屬第 90.22 節，自動電壓調節器應
歸屬第 90.32 節。

(Ⅲ) 電感器
主要係以單線圈組成。線圈插入於交流電路中，藉其本身感應作用以限制或防止交流電之流動。其類型自用
於無線電電路，儀器中之小型抗流器以至通常裝於混凝土內供電力電路所用之大大型線圈不等（例如發生短路時
用以限制電流之流動）。
偏向線圈用於陰極射線管者應歸屬第 85.40 節。
電感器或感應器藉印刷方法獲致所成之單獨組件，仍可歸入本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列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尤其，金屬箱水
銀弧整流器，具有或不具有泵，通常被分類於零件部分。
然而，本節之裝置其大部分電氣組件歸屬於本章之其他節，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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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 85.36 節之各種開關（例如，用於多接點變壓器）。
（b）真空或水銀蒸汽整流管（金屬箱型除外）及閘流管（第 85.40 節）。
（c）半導體二極體，電晶體，及閘流體（第 85.41 節）。
（d）第 85.42 節之物品。

85.05-電磁鐵；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電磁鐵或永久磁鐵夾頭、夾子及類似
夾持器具；電磁式連結器、離合器及煞車器；電磁式起重頭。
-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貨品：
8505.11--金屬製
8505.19--其他
8505.20-電磁式連結器、離合器及煞車器
8505.90-其他，包含零件
本節包括電磁鐵，本節內特別列舉以電磁操作之用具，永久磁鐵及永久磁鐵工件夾持器。
（1）電磁鐵
此類電磁鐵之大小與形狀係依其用途而有所不同。主要係以線圈組成，纏繞於軟鐵心上。鐵心可能為
整塊者或疊片者，電流通過線圈時即賦予鐵心磁性，用之以產生磁性吸引或排斥作用。
（2）永久磁鐵及經磁化可成永久磁鐵之物品
此類磁鐵係由硬鋼塊、特種合金或其他材料製成（例如鋇鐵氧體與塑膠或合成橡膠壓聚而成）並經永
久磁化。其形狀係依其所作之用途而別，為減少退磁之趨勢，馬蹄形磁鐵常有鐵條（磁性保持器）附著於
兩磁極上。永久磁鐵無論作任何用途，應歸入本節，小型磁鐵用於玩具者亦包括在內。
可經磁化成永久磁鐵之物品，其外形與組成通常為立方體或盤形（籤形）金屬或凝聚鐵氧體（例如鋇
鐵氧體），易於識別。
（3）電磁鐵與永久磁鐵夾頭、夾子及類似夾持器具。
此類器具有各種類型。當操作時利用其磁性作用以夾持工件於一定之位置上，此類亦包括除工具機用
者以外之機械夾具（例如支持印刷板在印刷機械上之磁性裝置）。
（4）電磁離合器與連結器
此類器具有多種型式。某些型式含有一固定線圈，纏繞於可移動之電樞上，電樞於電流通過時即進入
線圈中，當電流切斷時即由彈簧拉出。本節亦包括可變速之連結器，其中若干係以非同步馬達原理為基。
（5）電磁制動器
通常係由蹄片組成，由於電磁作用在輪之邊緣或軌條上產生制動作用。亦有以電磁感應原理為基者，
其輪軸上裝有軟鋼盤，由電磁鐵感應而生之渦流予以制動。但本節不包括由電磁裝置控制之液壓或氣動制
動器。
（6）電磁起重頭
主要含有電磁鐵，且通常係與起重機聯合使用（例如吊升廢鐵）。某些類型則係設計供特殊之用途（例
如在打撈船上自殘餘物中尋找金屬物用者）。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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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磁性鐵氧體與粘合劑成粉狀或粒狀者（第 38.24 節）。
（b）列入本節之電磁鐵、永久磁鐵或磁性裝置，其與機器、器具、玩具、遊戲品等同時進口且作為其零件之用
者（併這些機械、器具等歸類）。
（c）磁性記錄之媒體，如卡片由非磁化磁性材料組成，形成薄片夾在兩塑膠片間，尤其使用於打開磁性安全裝置
者（第 85.23 節）。
（d）電磁鐵，供牙科或外科之用者（第 90.18 節）。

85.06-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8506.10-二氧化錳者
8506.30-氧化汞者
8506.40-氧化銀者
8506.50-鋰者
8506.60-空氣─鋅者
8506.80-其他原電池及原電池組
8506.90-零件
此類物品係藉化學反應而產生電能。
原電池基本上是由一個容器裝入鹼性或非鹼性電解質(例如氫氧化鉀，氫氧化鈉，氯化氨，或氯化鋰、
氯化氨、氯化鋅與水之混合物)再以二個電極浸入所構成。陽極一般以鋅、鎂或鋰製成；陰極(去極化電極)
則以諸如二氧化猛(混合碳粉)、氧化汞或氧化銀製成。在鋰原電池內，陽極係以鋰製成，而陰極則以諸如
亞硫醯氯，二氧化硫，二氧化錳或硫化亞鐵等所製成。使用非水性電解質係因鋰在水溶性電解質會溶解及
化學反應。在“空氧─鋅”原電池內，一般使用鹼性或中性電解質，鋅當陽極並將氧氣擴散入電池內當作
陰極。每一個電極用連線柱或其他接頭與外電路連接。原電池之主要特性為難以有效地再充電。
原電池作為供應電流用之用途甚多(電鈴、電話、助聽器、照相機、手錶、電算機、心律調整器、收
音機、玩具、手提燈、趕牛用的電擊棒等) 。電池得以串聯、並聯或兩者兼具方式組合成電池組。電池與
電池組不論其用途如何，均歸入本節(例如用於實驗室產生已知定值電壓之標準電池，應歸入本節)。
各型電池包括下列各項：
(1)濕電池，其電解質為液體，因無可避免其流動，故濕電池易受定位影響。
(2)乾電池，其電解質添加吸收劑或凝膠劑(例如混有像瓊脂或粉末之增稠劑而成糊狀)而不會流動。所用之
電解質可能為液體但不會流動，故主要用於便攜式器具。

(3)惰性電池，或預備電池或電池組，其使用前必須加入水或全部或部分電解質，或其電解質必須加熱到具
導電狀態。
(4)濃差電池，每一個電極周圍的電解質濃度不同。

原電池及電池組可製成各種形狀及尺寸，而以圓柱型或鈕扣型最常見。某些電池(例如濕電池及一些惰性
電池)通常進口時未裝有電解質，但仍歸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可充電電池與電池組，其應按蓄電池歸入第 85.07 節。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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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原電池或電池組之零件，亦包括容器。
*
**

本節不包括：
（a）接頭（端子 terminal）(第 85.36 節)。
（b）太陽電池(第 85.41 節)。
（c）碳電極（第 85.45 節）。
（d）耗損原電池及耗損原電池組及其廢料及碎屑（第 85.48 節）
（e）熱電偶（例如：第 85.03，85.48，90.33 節）。
。
。。

目註解：
第 8506.10、8506.30 及 8506.40 目
上列各目之分類係視陰極（去極化電極）之成分而定。惟以二氧化錳為陰極及以鋰為陽極之原電池分類於第
8506.50 目作為鋰原電池（見下列對該目之註解）。

第 8506.50 目
本目之分類係視陽極之成分而定。

85.07-蓄電池，包括其隔離板，不論是否長方形均在內（包括正方形）。
8507.10-發動活塞引擎用之鉛酸蓄電池
8507.20-其他鉛酸蓄電池
8507.30-鎳鎘蓄電池
8507.40-鎳鐵蓄電池
8507.50-鎳氫蓄電池
8507.60-鋰離子蓄電池
8507.80-其他蓄電池
8507.90-零件
蓄電池(電池或二次電池)具有可反復之電化學作用的特性，因此蓄電池可以充電。其用於儲存電能，
俾於需要時供電。直流電通過蓄電池，即產生某些化學變化(充電)；嗣後蓄電池之兩個電極接線柱與外電
極連接時，這些化學變化即還原而在外電極產生直流電(放電)。此種充電及放電工作循環不斷，直至蓄電
池壽命終止。
蓄電池主要是一個容器裝有電解質，並以兩個電極浸於其中，電極配有接線柱，用以連接對外電路。
容器往往可隔成若干小格，每一小格(電池)即為一個獨立的蓄電池。此類小格串聯一起即可產生較高之電
壓。如此串聯之小格即稱為蓄電池組。亦可用較大之容器將若干蓄電池組連結一起。蓄電池可以是濕電池
或乾電池型態。
蓄電池之主要類型如下：
（1）鉛－酸蓄電池。所含之電解質為硫酸，其電極鉛板或鉛柵格則用以支持活性材料。
（2）鹼性蓄電池，所含之電解質通常為氫氧化鉀或氫氧化鋰或亞硫醯氯，
其電極有如下列：
(i)正極為鎳或鎳化合物，負極為鐵，鎘，或金屬之氫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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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正極為經鋰處理之氧化鈷，負極為石墨之混合物；
(iii)正極為碳，負極為金屬性鋰或鋰合金；
(iv)正極為氧化銀，負極為鋅。
電極可由簡單之板，柵格，棒等組成；或由活性材料混合物塗佈或填充之柵格或管組成。鉛酸蓄電池之
容器通常用玻璃製成。汽車用蓄電池之容器則用塑膠、硬質橡膠或組合材料模造。大型之固定式蓄電池組
則用玻璃或鉛為襯裡之塑膠箱或木箱作為容器，而鹼性蓄電池之容器通常為鋼或塑膠。鹼性電池為適應所
使用之裝置而有設計成特定之尺寸或形狀者。鹼性蓄電池可裝於防水容器內。其外型頗多類似第 85.06 節之
原電池或原電池組。
蓄電池作為電源之用途甚多，例如，機動車輛，高爾夫球車，堆高機，電動手工具，手機，攜帶式自
動資料處理機，手提燈。
若干鉛－酸蓄電池配有液體比重計，用以計量電解質之比重藉以約略指示蓄電池之充電程度。
蓄電池進口時即使無電解質者，仍歸入本節。
包含一個或多個電池及電池彼此間之相互連接電路之蓄電池，常被稱為「電池組」，其不論是否包括
任何附屬組件都歸入本節，而這些附屬組件例如電氣連接器、溫度控制裝置（如熱敏電阻）、電路保護裝
置及保護外殼等，使蓄電池可儲存能源及供應能源，或保護其不受損壞。其即使被設計供特定之裝置使用，
仍歸入本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本節亦包括蓄電池之零件，例如容器及蓋；鉛板及柵
格，不論塗佈混合物或否；任何材料之隔板（未硬化之硫化橡膠或紡織材料除外），包括某些平板僅切割形成長
方形，包括正方形），須達到非常精密技術規格（孔隙度，尺寸等）且供立可使用者。
本節不包括：
(a)接頭（端子 terminals）(第 85.36 節)
(b)耗損蓄電池及其廢料及碎屑(第 85.48 節)

85.08-真空吸塵器。
-內裝有電動機者：
8508.11--功率未超過 1500 瓦特，附有容量未超過 20 公升之集塵袋或其他容器
8508.19--其他
8508.60-其他真空吸塵器
8508.70-零件
依照第八十五章章註 1、（d）之規定，本節包括各種真空吸塵器，不論是否為手持者，包含乾式及濕式之真
空吸塵器，不論其是否旋轉刷，地毯拍打裝置，多功能吸頭等附件同時呈現。
真空吸塵器執行二種功能：吸入包括灰塵之細物，及過濾空氣氣流。係直接藉由裝在馬達軸上高速轉動之渦
輪吸氣。灰塵及其他細物被收集於一個內部或外部之集塵袋或其他容器內，而被吸入及過濾之空氣則作為冷卻馬
達之用。
本節包括供馬牛洗刷用之真空吸塵器式之器具。
本節不包括供就原位清洗地毯之器具，藉由液體清潔溶劑的噴入地毯內，該溶劑其後被吸出並回收，不屬於
乾濕組合之真空吸塵器（第 84.51 或 85.09 節）。本節亦不包括專用於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科之真空器具（第
90.18 節）。

與本節器具同時呈現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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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真空吸塵器可與輔助裝置（附件）（用於擦刷，磨光，殺蟲劑噴灑等）或可互換之零件（地毯拍打裝置，
旋轉刷，多功能吸頭等）同時呈現。此等器具與提供其正常使用所需種類與數量之零件及附件同時呈現時，則均
歸入本節。當其各別呈現時，則各按其本身分類。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上述器具之零件。

85.09-家用電動用具，內裝有電動機者，不包括第 85.08 節之真空吸塵器。
8509.40-食品研磨機及混合器；水果或蔬菜榨汁器
8509.80-其他家用電動用具
8509.90-零件
本節包括若干裝有電動馬達之家用器具。本節所稱「家用器具」，係指一般用於家庭之器具。此類器具可依
據其型式或由一種或一種以上之特徵，諸如整體大小、設計、容量、體積予以識別。判別此等特徵之標準，由器
具在操作時不得超過家用所需。
依據本章章註 4 之除外與重量限制（針對部分適用項目）規定，器具符合上述之標準歸入本章器具。本節不
包括由獨立之電動馬達推動之器具（不論藉可伸縮性軸，傳動帶或其他傳動設備推動者），亦不包括雖在構造及
用途上類似但顯係專供工業用之器具（例如用於食品工業，煙囪之清掃，機器之清潔或道路之清潔者）；此等器
具一般歸入第 82.10 節或第八十四章。
本節之器具可分為下列二大組（見本章章註 4）：
（A）不論重量，均歸入本節物品，這些物品為數有限。
本組物品僅包括下列各項：
（1）地板磨光機（不論是否配有上蠟用附件者，或液化蠟用之加熱裝置者）。
（2）食品研磨機及混合機，例如肉，魚，蔬菜或水果用之研磨機，多用途研磨機（供咖啡，稻米，大麥，
劈裂豌豆等用者）；牛奶搖盪機；冰淇淋攪伴機；果汁冰水攪拌機；揉麵機；蛋黃醬攪拌機；其他類
似研磨機及攪拌機（包括以可替換之零件作切割及其他操作之用者）。
（3）水果或蔬菜榨汁機。
（B）歸入本節，重量在廿公斤及以下之這些物品不限種類。
本組物品包括下列各項等：
（1）地板擦洗，刮垢或洗滌用之器具，及吸取擦洗後之髒水及肥皂水之器具。
（2）磨光前在地板上噴蠟用之器具，通常配有液化蠟之加熱裝置。
（3）廚房廢料處理機，此類裝置附設於廚房洗物槽，而用以磨碎廚房廢物。
（4）馬鈴薯或其他蔬菜削皮機，切片機，切割機等。
（5）各種切片機(例如肉，臘腸，鹹肉，乾酪，麵包，水果或蔬菜用者)。
（6）磨刀機及潔刀機。
（7）電動牙刷。
（8）空氣增濕機及除濕機。

與上述器具同時進口之設備
上列甚多器具與可互換之零件或輔助裝置同時進口，以使其適合多種用途，例如食品攪拌機配有用於
切割，研磨，攪打，絞碎等附件；切片機配有細磨及磨銳裝置；地板擦洗機配有一套擦光刷；擦洗機配有
肥皂供應器及清除污水或皂泡之吸取裝置。此等器具與其零件及附件同時進口，該零件及附件若係配合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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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使用且數量正常，則歸入本節。在決定器具本身能否按上開(B)項重量限制歸入本節時，此等附加之可
替換零件或可分開之輔助裝置之重量不予計入。

本節之器具可安裝於滾子或腳輪上或類似之裝置上俾便利使用。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上述器具之零件。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風扇或含有風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不論是否裝有過濾器者（第 84.14 節）。
（b）電冰箱（第 84.18 節）。
（c）滾軋機或其他熨燙機（第 84.20 或 84.51 節）。
（d）離心式布料脫水機（第 84.21 節）及家庭用洗衣機（第 84.50 節）。
（e）洗碗碟機（第 84.22 節）。
（f）割草機（第 84.33 節）。
（g）乳品或奶油攪拌機（第 84.34 節）。
（h）餐廳或類似場所用之水果或蔬菜榨汁機、食品研磨機及混合機，或其他供工業或商業用之類似品(分別歸入
第 84.35 或 84.38 節)。
（ij）供就原位清洗地毯之器具，藉由液體清潔溶劑的噴入地毯內，該溶劑其後被吸出並回收，設計供用於機構
處所（家庭內者除外）諸如旅館、汽車旅館、醫院、辦公室、餐廳及學校（第 84.51 節）。
（k）縫紉機（第 84.52 節）。
（l）除毛髮用具（第 85.10 節）
（m）家用電熱器具（第 85.16 節）
（n）按摩器具（第 90.19 節）。

85.10-刮鬍刀、剪髮器及除毛髮用具，裝有電動機者。
8510.10-電鬍刀
8510.20-電剪髮器
8510.30-除毛髮用具
8510.90-零件
本節包括電刮鬍刀及剪髮器，內裝電動機或振盪器，不論用於人類，或剪取羊毛，或洗刷馬毛，剪牛毛等者。
電刮鬍刀（乾刮機），其中之旋轉式或往復式切刀或刀片在穿孔或有槽子之平板內滑動，因此將伸入孔內或
槽內之毛切斷，剪髮器，一隻梳狀刀片在固定金屬梳上往復滑動，因此將楔入梳齒間之毛髮或羊毛剪斷。理髮師
用以剪髮器其操作原理與羊毛修剪，馬毛修剪相同，惟尺寸不同而已。
本節亦包括內裝電動機之電動除毛髮的用具；此類握緊毛髮然後連根拔除之用具，可與繞本身之軸旋轉的微
型滾輪或金屬鏍旋線，或一具防護裝置，一具去毛頭及一對去毛輪，操作使用。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電刮鬍刀、剪髮器或除毛髮用具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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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切割機頭，切割片、刀片及梳狀刀片。
*
**

剪髮器由撓性軸操作，以分開之電動機驅動者歸入第 82.14 節，但電動機（不論是否配有撓軸者）應歸入第
85.01 節。

85.11-火花點火或壓縮點火內燃機用電點火或起動設備（例如：點火磁電機、磁發電機、點火
線圈、火星塞、預熱塞及起動馬達）
；與此類內燃機聯接使用之發電機（如：直流、交流
發電機）與斷流器。
8511.10-火星塞
8511.20-點火磁電機；磁發電機；磁性飛輪
8511.30-分電盤；點火線圈
8511.40-起動電動機及起動發電兩用機
8511.50-其他發電機
8511.80-其他設備
8511.90-零件
本節包括電流起動及點火設備及用具之供任何類內燃機之用者（活塞或其他類型），不論用於汽車，飛機，
船舶或其相類似者，或用於固定之引擎者。本節亦包括與內燃機聯接使用之發電機及斷流器。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火星塞
係以中央絕緣電極與一尖端（或多尖端）組成，並連結於外殼上。外殼之底座部分車有螺紋以便旋於
汽缸頭上。在中央電機之頂端有一接頭，用以連接電源。當高壓電施加至中央電極時，即有火花在電極與
尖端間跳躍，用以點燃汽缸中之爆炸性混合氣體。
（B）點火磁電機（包括磁發電機）
係供應必須之高電壓供內燃火星塞之用；主要用於跑車、牽引機、飛機、機船或機車之發動機。其主
要之類型如下：
（1） 旋轉式電樞磁電機。係與交流發電機合併，其中繞有一次低壓線圈之電樞則在永久電磁鐵極之間旋
轉。一次線圈係連接於電流遮斷器及電容器上，該線圈之突然通電及停電感應二次線圈而產生高壓
電。全部組件通常係裝於同一容器內，其頂端有一配電臂，輪流分配高電壓至火星塞。
（2）固定式電樞磁電機。分為兩種類型。兩者之電樞線圈，電流遮斷器及電容器均為固定者；但其中一型
之磁鐵為旋轉式，而另一型之磁鐵則為固定，其軟鐵感應器則旋轉於磁鐵與電樞線圈之間。
（3）磁發電機。係由磁電機及直流發電機聯合組成一個單元並合用一個推動器；通常用於機車上。
（C）磁性飛輪
係以磁性裝置組成，裝配於飛輪上用以產生點火用之低壓電流。
（D）分電盤
係輪流分配點火電流至火星塞之用者。亦含有斷續器，用以接通及切斷點火線圈上之一次繞線電路。
以上兩種作用均由發動機推動之凸輪控制，使與汽缸中活塞之動作同步。
（E）點火線圈
係以特別修正之感應線圈組成，通常裝於圓筒狀容器中。如此一次線圈經過斷續器連接於蓄電池上，
則二次線圈上即產生高電壓，再給配電盤送至火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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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點火系統由一個雙火花點火線圈直接連接到二個火星塞，並各予同時產生火花，當一個火星塞點
火而使其汽缸在動力衝程時，另一火星塞之汽缸因其為排氣衝程，故無作用。這種點火線圈直接連接到火
星塞之點火系統無需分電盤，該線圈係由一個電子(半導體)線圈模組所驅動。

（F）起動電動機
此係小型電動機，通常為直流串聯繞線型。裝有一個可在螺旋軸上上下活動之小齒輪，或配有其他機
械設備，以便與待發動之內燃機暫時耦合。
（G）發電機（直流發電機及交流發電機）
係由引擎驅動，供蓄電池充電及供應汽車、飛機等之燈光、信號、加熱及其他電氣裝備電源之用，交
流發電機通常與整流器配合使用。
（H）升壓線圈
此係小感應線圈，主要用於飛機上。飛機開動時因旋轉速度過低，引擎磁電機無法操作時所用。
（IJ）預熱塞
預熱塞與火星塞類似，但有一產生火花之小電阻，用之以取代電極與尖端，電流通過時電阻即發熱。
係在柴油引擎發動前或發電時將在圓筒內之空氣加熱之用。
（K）加熱線圈
係裝於柴油引擎之空氣進口處供起動之用者。
（L）直流發電機斷流器具：
在引擎停止運轉或轉速極低時係阻止直流發電機如馬達之轉動因而消耗蓄電池之蓄電能。
在單一容器內斷流器與電壓調節器或電流調節器聯結在一起者歸入本節。除保護蓄電池與直流發電機
之外，這些裝置亦確保充電電流之穩定或限制充電電流之大小。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在飛機場，公車站等用之引擎起動器，用以發動內燃機者，該起動器主要係以變壓器與整流器組成（第 85.04
節）。
（b）蓄電池（第 85.07 節）。
（c）直流發電機僅供腳踏車照明者（第 85.12 節）。

85.12-腳踏車及機動車輛用之電氣照明設備或信號設備（第 85.39 節所列者除外）、擋風板刮刷
器，去霜器及去霧器。
8512.10-腳踏車用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8512.20-其他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
8512.30-音響信號設備
8512.40-擋風板刮刷器，去霜器及去霧器
8512.90-零件
本節包括腳踏車或機動車輛專用之照明或信號電氣裝置及應用品；但不包括乾電池（第 85.06 節），蓄電池
（第 85.07 節），亦不包括第 85.11 節之直流發電機及磁發電機。本節亦包括機動車輛用之擋風板刮刷器，去霜器
及去霧器。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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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流發電機以摩擦輪在腳踏車，少數或在摩托車之一個輪胎上或輪環上旋轉因而產生電流者。
（2）電池架配有開關、接頭、接觸器等，供腳踏車照明用者。電池供電燈裝在腳踏車上。
（3）各種車前燈，包括配有暗光或俯射裝置之燈器，駕駛漫射燈；霧燈；聚光燈，警車及類似車輛用之探照燈
（含配有一段電纜可作手提燈之用者或放置在路上用者）。
（4）側燈，尾燈，停車燈，牌照燈。
（5）剎車燈，方向燈，倒車燈及其類似品。
（6）上述燈之數種之混合品，組合於同一容器之內者。
（7）內部照明燈，如圓頂燈，壁燈，臺階指示燈，門框燈及儀錶板燈。
（8）超車發光信號，可自動發出信號(有時用光電管)告知駕駛人現正有車輛超越之狀況。
（9）其他電氣視覺信號器具，例如掛有拖車之車輛使用的三角形照明器；出租汽車，警車，救火車等使用之指
示燈(旋轉圓頂型或照明棒型)。
（10）停車設備，係由外部探測元件操作，當探測元件觸及路邊欄杆或其他物體時，可發光或發出其他信號以警
告駕駛人。
（11）防盜警報器，其發出視覺或音響信號以警告有企圖破壞闖入車輛者。
（12）喇叭，號笛及其他電器音響信號用具。
（13）倒車時，可發出音響信號以警告駕駛人有車輛接近或車後有其他物體之電氣器具。這種器具通常由超音波
感知器，一個電子控制單元，蜂鳴器或嗶嗶器及連接線所構成。
（14）在機動車輛內使用以警告駕駛人之一種電氣器具，其藉由視覺或音響信號，顯示鄰近範圍內有速度偵測裝
置諸如雷達槍或雷射槍正在操作。
（15）擋風板刮刷器，由一電動馬達推動之雙擋風板刮刷器包括在內。
（16）去霧器及去霜器，由一電阻線組成，裝在框內固定在擋風板。

零件
除根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玻璃透鏡（第 70.14 節）。
（b）空氣調節機器或器具(第 84.15 節)
（c）音響擴大機組，包括微音器，聲頻擴大器及揚聲器，用以向拖車之駕駛員傳送其拖車後面之警告喇叭聲及其
他道路音響者（第 85.18 節）。
（d）配電盤、儀錶盤及其他基座，裝置二個或更多第 85.36 節所屬之器具（例如裝於駕駛桿上之一組開關）（第
85.37 節）。
（e）電燈，包括第 85.39 節之密封式放射燈組。
（f）絕緣電線與電纜，不論是否切成一定長度或裝有插接器或組成套者（例如點火線組）（第 85.44 節）。
（g）車輛之非電熱器具，亦用作去霜或去霧器者（第 73.22 或 87.08 節）。

85.13-自備能源（例如：乾電池、蓄電池、磁電機）之手提電燈，第 85.12 節照明設備除外。
8513.10-電燈
8513.90-零件
本節包括手提電燈，設計以自備電源（如乾電池，蓄電池或磁電機）操作者。
本項係以兩組件（即燈之本身與電源）組成，通常裝於同一匣內並連接在一起。但亦有將此兩組件分開置放

─ 1329 ─

Ch.85
而以電線連接者。
所謂「手提燈」僅指設計供使用時握於手中或供隨身攜帶或設計供連接到可攜帶物品或物體上之電燈(包括燈
及其電源)，其通常具有手柄或固定裝置，及較輕的重量。因此，所謂「手提燈」不包括機動車輛或自行車之照明
設備(第 85.12 節)，亦不包括連接於固定設施之電燈(94.05 節)。
歸入本節之燈具包括下列各項：
（1）袖珍燈，有者（磁電燈）以一磁鐵操作，用手以彈簧負荷之桿推動。
（2）其他手提燈（可調節光線者在內）。手提燈通常配有簡單裝置以便暫時將之排於牆壁等，亦有設計可放於
地面上者。
（3）筆型之電燈，手電筒或閃光燈，其常裝有一只夾子供不用時，其牢固定於使用者口袋。
（4）摩斯（Morse）信號燈。
（5）礦工用安全燈：此種照明設備通常設計裝於礦工之頭盔上，而其電源（蓄電池）則通常掛於腰帶上。
（6）一般性用之檢查燈，依固定於頭帶上（通常為曲線形金屬扁條）。歸入此類之燈僅限自備電源者（例如裝
於使用人衣袋內之乾電池）。歸入本節之燈係供醫生、錶匠、珠寶工人等用者。惟特別設計之醫療用檢查
燈（例如喉或耳之檢查）不包括在內（第 90.18 節）。
（7）狀似手槍，口紅等之花式手電筒。電燈或手電筒與鋼筆，螺絲起子，鑰
匙圈等組成之組合物品，如果以照明為其主要功能，仍歸入本節。
（8）閱讀燈，有一個夾子或其他類似品供夾置書籍或雜誌。
本節不包括：
(a)照相用閃光器(第 90.06 節)
(b)雷射二極體激光之雷射指示器(第 90.13 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燈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85.14-工業或實驗室用電爐及烘箱（包括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者）
；其他工業或實驗室
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材料用之設備。
8514.10-電阻加熱電爐及烘箱
8514.20-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之電爐及烘箱
8514.30-其他電爐及烘箱
8514.40-其他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材料用之設備
8514.90-零件
本節包括若干工業用或實驗室用電熱機器，用具及器具，其熱量係由電發生者（例如得自導體中之電流熱效
應；電弧）。本節包括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之電爐及烘箱及利用電感應或電介 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
材料之其他工業或實驗室用設備（例如：工業用微 波爐、烘箱及設備）。家庭用之電熱器具不包括在本節內（第
85.16 節）。

(Ⅰ) 工業或實驗室用電爐及烘箱（包括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者）。
電爐及烘箱主要係以或多或少密閉之空間或容器組成，可在其中產生相當高之溫度。其用途甚多（熔化，退
火，回火，焊接，焊接熱處理等），其主要類型包括蒸餾爐、鐘形爐，槽爐，坩鍋爐、隧道爐等。其中若干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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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之傾斜裝置，或設有內槽以便在特種氣體中處理金屬時避免氧化。
屬於本組之熔爐及烘箱亦包括下列各項：
（A）電阻加熱爐及烤箱。其熱量係因電流通過加熱用電阻器。這些加熱元件(電阻器)以輻射及對流方式傳送熱能
至物料或物體上。
（B）用金屬條或粒狀材料本身作為加熱電阻之電阻爐。其為一容器，容器內之處理材料通電後，其本身之電阻
即產生所需熱量。
（C）液阻爐。係由裝有電極之盆組成。操作時以電流經由電極通過盆內之熔解金屬，熔解鹽類或特殊油類而使
之保持所需之溫度，待加熱之物體則浸於盆之液體中。
(D)提煉或精煉金屬之電解爐。其亦屬液阻爐，電極浸於熔解盆內之電解液中，
礦石在熔解鹽類中分解出金屬成分。當電流由電極流經電解液，純熔解金屬
集中於陰極，同時氣體自陽極揮發。
(E)低頻感應爐。其一次線圈之低頻交流電藉軟鐵心與待加熱之物體發生磁性連
結，該物體即感應產生電流而發熱。某些此類感應爐中，熔化物係自主坩鍋
流經垂直之環狀管路，其加熱電流是由一次線圈感應產生。
（F）高頻感應爐。一交流高週率（通常為無線電頻率）在一次線圈中感應渦流於待加熱之電氣體內。此型熔爐
不具鐵芯。
（G）電介質電容爐及烤箱。待加熱物體必需是不導電性的，該物體放在兩塊連接交流電源的金屬板中間。實際
上此種安排有如電容器，該物體因電介質損失而自其內部發熱。本組包括工業用微波爐，爐內電介質物品
之加熱係電磁波之作用。利用電介質損失，電磁波能量同時轉換成熱量並遍及產品整體，以確保加熱十分
均勻。此類爐係用於乾燥，解凍，塑膠成型，燒陶瓷等。
（H）電弧爐。其熱係由電弧產生。電弧在電極間或在一電極與待加熱之物體之間閃擊。此等熔爐係用於製造生
鐵，各種鐵合金，炭化鈣，用於鐵礦之還原，用於固定自空氣中抽取之氧氣。某些低溫電弧爐亦用以蒸餾
沸點相當低之物質（如鋅及磷），但配有凝結器以收集蒸餾物者，則整個除外（第 84.19 節）。
（ij）紅外線輻射烤箱。係藉若干紅外線燈或輻射板加熱。
有些爐或烤箱不只使用一種加熱方法(例如，高頻與低頻感應，或以電阻來熱熔或加熱金屬等；紅外線與高頻
感應之餅乾烤箱；紅外線，電阻及電介質電容(微波)爐之用於物品加熱)
本節爐具及烤箱亦包括下列：
（1）烘烤麵包、麵粉糕餅或餅乾之烤箱。
（2）牙科烤箱。
（3）火葬場火爐。
（4）燒廢物火爐。

(5) 供玻璃退火或回火之爐或烤箱。
本節不包括電熱器具供乾燥，消毒或類似之用者（第 84.19 節）。

(Ⅱ) 其他工業或實驗室利用電感應或電介質損失作用，供熱處理材料之設備。
本節亦包括電感及電介質加熱設備（例如：微波設備），即使其形態非如鎔爐或烤箱者，此種設備（主要用
於小件之熱處理）主要以電氣設備與適當之板或線圈裝於一起而成，係用以產生高頻振盪，經常特別設計專供處
理特殊物品之用。
本節亦包括：
（1）機器具有感線圈藉感應物體做作材料以加熱，該材料使用低、中或高頻電能時為良導電體（例如機器使用
於曲軸，汽缸，鑲齒輪或其他金屬零件之表面硬化；機器使用於熔化，燒結，退火，回火或預熱金屬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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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器具有電極當電容器（例如板狀，棒狀）以高頻電對非導體或不良導體之物體作電介質加熱（例如木材
乾燥機器；供可熱硬化塑成材料以形成顆粒或粉末等預熱之機器）。
某些特殊型設備供棒狀經過線圈作連續處理或供一連串物件重覆處理。
旋轉變流器及高頻產生器與熱處理設備一起進口亦歸入本節。分開進口時依情況可歸入第 85.02 或 85.43 節。
但供感應處理用於焊接或硬焊合金及藉電介質損失使用於焊接塑膠或其他材料作熱處理之機器（例如高頻壓
合機器供焊接及高頻線焊接機器）歸入第 85.15 節。壓床結合加熱設備者亦需除外（第八十四章）。
*
**

本節包括電爐及其他器具特別設計藉高溫冶煉法作放射性核燃料分離，供放射廢料處理（例如供封套或玻璃
含放射性殘餘物之燃燒或供石墨或放射過瀘器燃燒）或此項設備供燒結或易分裂材料處理回收再利用者。但同位
素分離器具分類於第 84.01 節。

零件
除依據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電樞、門、檢查孔、
配電盤及其頂部、電極支架及金屬電極）。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磚、石頭及類似耐火磚或陶瓷物品供電爐建造或襯裡（第六十九章）。
（b）用於製造半導體晶圓或平面顯示器之電烤爐及烘箱（第 84.86 節）。
（c）電加熱電阻器（第 85.16 或 85.45 節依情況）。
（d）石墨電極或其他碳電極，該電極具有或不具有金屬（第 85.45 節）。

85.15-電力（包括電熱氣體）
、雷射或其他光或光子束、超音波、電子束、磁脈波或電漿電弧軟
焊、硬焊或熔接機及器具，不論是否能切割；金屬熱噴或瓷金熱噴用電氣機器及器具。
-硬焊或軟焊機及器具：
8515.11--電烙鐵及焊槍
8515.19--其他
-電阻式金屬熔接機及器具：
8515.21--自動或部分自動者
8515.29--其他
-電弧（包括電漿弧）金屬熔接機及器具：
8515.31--自動或部分自動
8515.39--其他
8515.80-其他機器及器具
8515.90-零件
(Ⅰ) 軟焊，硬焊或熔接機及器具
本組包括某些軟焊，硬焊或熔接之機具及器具，不論是攜帶式或固定式。兼有切割功能者亦歸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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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接作業可由人工或全自動或半自動來執行。
此類機器及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A）硬焊或軟焊機具及器具
其熱源通常係由電感應或電傳導產生。
硬焊及軟焊係用較低熔點之填充金屬滲熔於待焊接金屬本體間而使其接合。在熔接過程中，待焊接金屬本
體並未熔化。填充金屬通常分布於兩接合面之間，藉由毛細孔吸力使其接合。硬焊與軟焊之區別在於所用填充
金屬之熔點溫度。硬焊一般高於攝氏 450 度，而軟焊之熔點溫度則較低。
具有特殊性之設備(例如焊條供給系統)可認定係專用於或主要用於硬焊或軟焊之機器或器具，方歸屬於本
組。其他器具則應視為爐，烤箱或加熱設備而歸入第 85.14 節。
本節亦包括手工操作之電烙鐵及電焊槍。

（B）金屬之電阻熔接機及器具
焊件通過電流，其本身之電阻即可產生焊接點所需熱量(焦耳熱)。焊接時，焊件在施以壓力下接合在一起，
而不使用焊劑或填充金屬。
此類機器類型很多，視所焊物體之類型而異。計包括例如：對熔接或閃電對接機器；單點熔接機器包括自
備電源焊槍與不自備電源焊槍；多點機器及其配備設備；凸熔接機器；縫熔接機器；高週電阻熔接機器。
（C）機器及器具供金屬電弧熔接或電漿電弧熔接，不論能否切割。
（1）電弧熔接
熱源為電弧，係在兩電極之間，或在電極與工作件之間閃擊而生。
有很多此型機器，例如，塗面電極之人工金屬電弧熔接；氣蔽電弧熔接；具有消耗性或非消耗性電極
之熔接或切割，或具有遮蓋電弧（鈍氣金屬熔接（MIG-金屬鈍氣））之熔接或切割；活性氣金屬電弧熔
接（MAG-金屬活性氣）；鈍氣鎢電弧熔接（TIG─鎢鈍氣）：掩蔽電弧熔接（SA），電熔渣熔接或電氣
體熔接等。
（2）電漿電弧熔接
熱源為壓縮電弧，其以游離及解離把輔助氣體變換成電漿（電漿噴射流）。氣體可為鈍性（氬、氦），
多原子（氮、氫）或兩種元素混合。
（D）機器及器具供金屬感應熔接
以電流經由一或更多感應器線圈產生熱。
（E）機器及器具供電子束熔接，不論能否切割。
由於在真空中產生聚焦電子束之電子碰撞，在待熔接或待切割之構件產生熱。
（F）機器及器具供真空擴散熔接
通常由感應產生熱，但亦可藉由電子束或電阻產生熱。
該器具主要由真空室，真空泵，加壓方法及加熱設備所組成。
（G）機器及器具供光束熔接，不論能否切割。
光束熔接可以分成：
（1）雷射熔接
熱量主要由合調單波輻射所引致，此輻射可聚焦成一高強度放射束，該放射束衝擊在待熔接構件
上產生熱。
（2）光束熔接
由於非合調性聚焦光束衝擊產生熱。
（H）熱塑性材料熔接用機器及器具
（1）以電熱氣體熔接（熱氣體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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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熱氣體加熱待接合之表面（一般為空氣）及在具有或不具有添加劑之壓力下接合。
（2）以電熱元件熔接（熱元件熔接）
以電熱元件加熱待接合之表面及在具有或不具有添加劑之壓力下接合。
（3）高週波熔接
具有高電介質損失之熱塑性材料（例如：壓克力樹脂、聚乙烯、聚氯乙烯、聚醯胺（例如：尼龍））
之表面，在高週波交變電場中加熱，然後再加壓接合。此過程可能加一點添加劑。
（IJ）機器及器具供超音波熔接
待接合構件結合一起接受超音波振動。此方法可使不能適用普通熔接技術之合金屬或合金接合，及熔
接金屬箔，二件或更多件不同金屬，或塑膠膜。
*
**

從直流發電機，或從降壓變壓器供應低壓直流電給電軟焊，熔接或硬焊機器。通常變壓器等裝於機器，但在
某些情況（例如在某些可移動機器），熔接頭或熔接器具以電纜連結至變壓器時。即使後者，若整套裝器具備有
變壓器及其相連結之熔接或熔接用具一起進口時包括在本節；但分開進口時，其變壓器或發電機分類在其適當之
節（第 85.02 或 85.04 節）。
本節亦包括特別設計為熔接目的之工業機械人。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裝備有電熔接器具之包裝機器（第 84.22 節）。
（b）融熨機(第 84.51 節)
（c）設計專為切割用之機器者（第 84.56 節）。
（d）摩擦熔接機（第 84.68 節）。
（e）專用或主要用於半導體裝配之軟焊，硬焊或熔接機及器具（第 84.86 節）。

(Ⅱ) 金屬熱噴或瓷金熱噴用電機及器具
此類電弧器具其以熔化金屬或瓷金，而於該熔化或燒結之同時以壓縮空氣噴流之。
本節不包括進口時分開之第 84.24 節之金屬噴槍。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此項零件亦包括軟焊頭及鋏子，電極架及金屬接觸電極（例如接觸點、滾子及顎夾）與氣炬點（焊槍頭 torch
points）及整套噴嘴供氫原子人工熔接設備。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消耗電極由卑金屬或金屬碳化物製成者（依據組成物材料分類或視情況歸屬於第 83.11 節）。
（b）石墨電極或其他碳電極，不論是否附有金屬者（第 85.45 節）。

85.16-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電熱美
髮器（例如：乾髮器，捲髮器、捲髮夾加熱器）及烘手機；電熨斗；其他家用電熱器具
；電熱電阻器，第 85.45 節所列者除外。
8516.10-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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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
8516.21--儲熱式電暖器
8516.29--其他
-電熱美髮器或烘手機：
8516.31--乾髮器
8516.32--其他美髮器具
8516.33--烘手機
8516.40-電熨斗
8516.50-微波爐
8516.60-其他烤箱；炊具、炊盤、煮環、烤器及烘焙器
-其他電熱器具：
8516.71--咖啡壺或茶壺
8516.72--烤麵包器
8516.79--其他
8516.80-電熱電阻器
8516.90-零件
（A）即熱式或儲存式之電熱水器及浸入式電熱水器
本組包括：
（1）瞬間熱水器，將通過之水加熱。
（2）儲存式加熱器（不論是否為壓力型者），隔熱桶另加浸入型加熱元件。此型式係將水逐漸加熱。
（3）雙系統加熱器，其中之水，以電加熱或連接以燃料加熱之熱水系統；通常配有自動調控制器，僅以另一方
法加熱不足時始用電操作。
（4）電極沸水器，以交流電通過兩電極間之水。
（5）浸入式加熱器，其依用途而有不同的型狀與樣式，通常使用於水箱、水槽等之內，供液體、半流體（固體
除外）物質或氣體加熱之用。此種加熱器亦被設計用於壺、盆、杯、浴盆、燒杯等，通常帶有一隔熱把手
及一個掛鉤供容器內懸掛加熱器之用。
加熱器被覆加強保護層，使其對機械性的應力及對液體、半流體(固體除外)物質及氣體的滲透具有高抗
力。一種具有良電介質及熱特性的粉末(通常為氧化鎂)，固定著線電阻器(電阻)於保護層內，並作為其電器
絕緣。
由浸入式加熱器固定裝在槽、桶或其他容器內所組成的組合裝置，歸入第 84.19 節，但設計僅供水加熱
或家庭用之此類裝置，仍歸屬於本節。太陽能熱水器亦歸入第 84.19 節。
（6）電氣設備供產生沸水者。
電氣中央暖氣鍋爐歸列第 84.03 節。

（B）空間電加熱器及土壤電加熱器
本組製品包括下列各項：
（1）儲熱式電加熱器，係由電元件加熱固體（如磚）或液體，並由後兩者儲存該熱能再依需要將熱排放至外界。
（2）電暖爐（風扇電熱器及輻射電熱器），包括手提型，具有拋物線反射器，有時內部裝有電扇。甚多此類電
暖爐配以彩色燈泡及閃爍裝置以模仿煤火或木材火。
（3）電熱放散器，以電氣元件將循環於放散器內之液體（例如油）加熱，而輻射其熱量至周圍環境。
（4）對流加熱器，以對流使空氣循環，有時以風扇為助。
（5）熱板，裝於天花板或牆壁上者，包括產生紅外線輻射以加熱公共場所、街道等之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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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汽車，鐵路車廂，飛機等用之加熱設備，除霜及除霧設備者除外。
（7）道路加熱設備，以防止結冰及土壤加熱設備，特別使用以助長植物生長，上述設備之元件通常埋入在地內。
（8）置於車底便利啟動用之引擎加熱器。
電氣中央暖氣鍋爐歸列第 84.03 節。

（C）電熱美髮器及烘手機
包括下列各項：
（1）乾髮器，包括罩式吹風機，及具有槍式握柄及內裝有風扇。
（2）捲髮器及電氣固定波形做髮器。
（3）捲髮夾加熱器。
（4）烘手機。

（D）電熨斗
本組製品包括所有熨斗，不論供家庭，裁縫，製衣業等用者，無線熨斗亦在內。無線熨斗係以鐵組成，
內裝有加熱器及可連接於電源之座架。熨斗放於座架時方通電。本組製品亦包括蒸汽電熨斗，不論其內裝
貯水器或設計連接至蒸汽管。

（E）家庭用之其他同類型電熱器具
本組製品包括所有電熱機器及器具如其類型一般係用於家庭者。若干此類機具前已在本章註解內述及
（例如電暖爐、瞬間熱水器、乾髮器，熨斗等），其他包括下列各項：
（1）微波爐。
（2）其他烤箱及炊具，炊盤，煮環，烤器及烘焙器（例如：對流型，電阻型，紅外線，高週波感應及氣－
電聯合之器具）。
（3）煮咖啡器或泡茶器（包括過濾器）。
（4）烤麵包機，包括設計主要用於烘烤麵包但亦可用以烘烤小件食物諸如馬鈴薯之烤麵包爐。
（5）蒸煮鍋，平底鍋，蒸器；牛奶品，湯等加熱用，加套而有龍頭之壺。
（6）薄煎餅機。
（7）烘雞蛋餅之電熱鐵模。
（8）餐盤保暖器及食品保溫器。
（9）煎鍋及炸鍋（深鍋）。
(10) 熬咖啡之用具。
(11) 暖瓶器。
(12) 酸奶酪及乾酪製作之電熱器具。
(13) 供保藏食物用之殺菌器具。
(14) 爆玉米花炊具。
(15) 臉烘乾器及其類似品。
(16) 蒸臉器，含有一個面罩，從中蒸發水蒸氣供臉部皮膚護理。
(17) 毛巾烘乾機及加熱毛巾架。
(18) 床鋪加溫器。
(19) 香水或香料加熱器，及散佈殺蟲劑用之加熱器。
(20) 非機械洗滌用煮沸器。
本組物品不包括下列各項：
（a）電暖毯，電褲，電足套及其類似品；電暖衣服，鞋靴，耳套及其他人身穿著或使用之電暖物品（應歸入其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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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之節，見章註 1）。
（b）滾筒形熨平機（第 84.20 節）及衣服熨平機或壓平機（第 84.51 節）。
（c）櫃台型咖啡壺，茶或奶品壺，有關用在炸店之煎鍋及炸鍋及其他電熱用具一般不供家務之用者（第 84.19 節）。
（d）工業用微波爐、烘箱及設備（例如：設計用於餐廳型態之微波爐）（第 85.14 節）。
（e）裝有加熱組件之家具（例如被服櫥及服務小推車）（第九十四章）。
（f）抽菸用打火機，瓦斯打火機及其類似品（第 96.13 節）。

（F）電熱電阻器
除碳製之電熱電阻器外(第 85.45 節)，不論用於任何節之用具或裝備之所有電熱電阻器均歸入本節。
本組製品包括特種材料製成之條，桿，板等，或一定長度之線段(通常為線圈)，當電流通過後即變熱者。而
此特種材料種類甚多(特種合金，以碳化矽為基之合成物等)。本組製品可藉由一種印刷過程形成個別組件而得之。
線型電阻器通常裝在絕緣的線圈架上(例如陶瓷，滑石瓷，雲母或塑膠製者)或裝於軟絕緣芯上(例如玻璃纖維
或石棉製者)。未裝配之線型電阻器僅其已截成一定長度並繞成線圈狀，或已製成可以確認為電熱電阻器元件之形
狀者，始可歸入本節。同樣情形適用於條、桿及板，即必須切成一定長度或尺寸，可供立即使用時，才歸入本節。
電阻器縱使專用於某一特殊機器或用具上者仍分類於此；但已與機器或用具之零件(簡單之絕緣構成物及電接
頭除外)組合者則視為該機器或用具之零件分類(例如平熨斗之基板及電炊具之板)。。
本節亦不包括去霜器及去霧器。此類貨品由含一裝入框內固定於檔風板上之電阻線組成（第 85.12 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貨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85.17-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
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信器具，但不包括第 84.43，85.25
，85.27 或 85.28 節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8517.11--附無線手機之有線電話機
8517.12--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8517.18--其他
-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
廣域網路）之通信器具：
8517.61--基地台
8517.62--接收、轉換及傳輸或再生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器，包括交換器及路由器。
8517.69--其他
8517.70-零件
本節包括在兩點間，以變化電流或光波流通於有線網路或以電磁波於無線網路傳輸或接收語言或其他聲音、
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上述信號可以為類比或數位格式。至於網路，包括電話、電報、無線電話、無線電報、
區域或廣域網路，其可以相互連線。

(I)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本組包括：
（A）有線電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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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電話機係將聲音轉換為信號以傳輸至另一裝置。接收信號端，另一有線電話機則將信號轉換回聲
音。其包含下列各項：
(1) 送話器，係一微音器，能將聲波轉換為調制電流。
(2) 受話器(頭戴耳機或耳機)，能將已調制電流再轉換為聲波。
送話器與受話器常裝在同一個模製體內，稱為「聽筒」。另有將送話器與受話器組成一個併裝有微音器
之頭戴耳機，戴於使用者頭上者。
(3) 消側音電路，係為阻止送話器之聲音傳入同一聽筒之受話器重現。
(4) 鳴聲裝置，告知有電話進來。有電子鳴聲或機械鳴聲例如鈴或蜂鳴器。
有些電話機裝有亮光或燈，當有電話進來時隨鳴聲裝置發出視覺信號。
(5) 切換裝置或切換聽筒架鉤，其用於中斷或接通網路電流。通常是藉由聽筒之取掛來操作。
(6) 撥號盤，其可使發話者接通線路。撥號盤有按鈕或按鍵(音調型)或鼓輪或旋轉(脈衝)型。
微音器及受話器（不論是否組成聽筒），及揚聲器，當其分開呈現時歸入第 85.18 節，而鈴及蜂鳴器則
歸入第 85.31 節。
電話機可裝有或已安裝：一個記憶體供儲存及重打電話號碼；一個顯示器以顯示所撥號碼及來話者電
話號碼，日期及時間，與通話時間；一個外加之揚聲器及微音器可不用聽筒也通話；自動答錄，傳送錄音
訊息，錄製留話及以指令重放留話等裝置；電話插撥裝置，其係同時能與另外電話上的人通話，又能佔線
保留之裝置。電話機含有上述裝置者亦可使用按鍵或按鈕來操作，包括以切換鍵操作而免從掛鉤架移動聽
筒者。這些裝置多數使用微處理器或數位積體電路來操作。
本節涵蓋所有類型之電話機包括：
(i) 附無線手機之有線電話機，其係由撥號盤，切換鍵及射頻收發單元所組成，以電池為電源之射頻收發手機，
並以有線連結電話網路，(此類電話機可能無手機，但有一個併裝有微音器之頭戴耳機連接至一個便攜式併
裝有撥號盤，切換鍵並以電池為電源之射頻收發器)。
(ii) 電話機，由一個撥號盤與切換鍵併裝之單元(有線連接至電話網路)及頭戴耳機與微音器併裝單元共組合而成
者。
（B）蜂巢式網路或其他無線網路電話
本組含括使用任何無線網路之電話。該電話機所接收及發送之無線電波係透過基地台或衛星所接收及
轉發送者。
特別是包括下列各項：
（1）蜂巢式電話或行動電話。
（2）衛星電話。

(Ⅱ) 其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器具，包括有線或無線網路（如區域或廣域網路）之通
信器具
（A）基地台
最普遍之基地台類型為蜂巢式網路者，其傳送無線電波至蜂巢式電話或其他有線或無線網路以及接收
由它們所送出之無線電波。每一個基地台涵蓋一個地理區域(區間)。如果使用者通話時從一個區間移動到另
一區間，則此通話將自動地從此區間轉移到另一區間而不致中斷。
（B）入口通話系統
此類系統通常由一具電話手持聽筒及鍵盤或一具揚聲器，一具微音器與按鍵所組成。此類系統通常係
安裝在住有眾多住戶之建築物入口處。利用此系統，訪客按一下住戶專有的按鍵，即可呼叫某特定住戶，
並與他們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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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影像電話
供大樓使用之影像電話，主要包括一具有線電話機，一具電視攝影機及一具電視接收機所組成(有線傳
送)。
（D）電報通訊器具，不包括第 84.43 節之傳真機
電報器具主要用於把文字、圖形，圖像或其他資料轉換成特有的電脈波信號並加以傳送，接收端把接收
到之脈波信號再轉換成代表文字，圖形，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慣用符號或象徵，或轉換為原來之文字，圖形，
圖像或其他資料本身。
例如：
（1）發報器具，例如撥號或鍵盤式發報機及自動發報機(例如電傳印刷機或電傳打字發報機）。
（2）收報器具（例如電傳打字收報機），有些情形是將收報機與發報機組合而成一收發報機。
（3）傳真電報器具。與此種器具合用之附屬照相設備(例如顯影設備)應歸入第九十章。
（E）電話用或電報用交換機具
（1）自動交換機及交換局
自動交換機有甚多類型，交換系統之特徵是能依電碼信號，自動將用戶間接通起來。自動交換機及交
換局為達到以電子方法接通用戶之目的，其利用微處理機以電路交換，訊息交換或封包交換等方法運作。
大部分自動交換機及交換局裝有類比/數位轉換器，數位/類比轉換器，資料壓縮/解壓縮裝置(編碼/解碼器)，
數據機，多工機，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他裝置其能將通話，其他聲音，文字，圖表，影像或其他資料整合，
以類比信號及數位信號同時在網路上傳送。
某些型自動交換機及交換局主要由選擇器組成，其接受來自主叫端之脈衝而選擇對應回線並完成接
通。其可直接接受主叫端的脈衝自動動作，亦可經由類如方向器之輔助器具而自動運作。
不同類型的選擇器(預選器，中選器，終選器)及依需要而使用的方向器，通常係將相同的一串及一群組
裝在一個基座，再裝入金屬製之交換機機架內，特別是較小型者，其全部設備裝設在單一機架而形成一個
自容式自動交換機。
自動交換機及交換局亦可裝有如簡縮撥號(abbreviated
forwarding)，多方通話(multi-party

calling)，語音信箱(voice

dialling)，電話保留(call waiting )，電話轉接(call
mail)等設備，這些設備由用戶電話機經電話網

路接用之。
此等係用於公共網路或私有網路，後者為利用連接於公共電話網路之用戶專用交換機(PBX)者。自動交
換機及交換局亦可裝有如電話機之操作桌，供接線生轉接電話或服務時使用。
（2）非自動交換機及交換局
此係由裝有各種人工切換設備之機架所構成，須由接線生以人工方式連接由交換機接收之每個呼叫，其
包括下列各項：
--「呼叫」或「完成」顯示器，用以表示正進行呼叫中或已完成通話之信號。
--接線生用之電話機組(有時是特別裝設)
--交換裝置(裝有閘口或插座及接有塞繩之插塞子)
--電鍵，其以電氣方式接到塞子及塞繩，使接線生能應答呼叫者，管理呼叫之進行，以及確定其完成。
（F）無線電話與無線電報之傳輸及接收器具
本組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1）固定之無線電話與無線電報器具（發射機，接收機及發射／接收兩用機）。主要用於大型設備之若干
類型者，包括特殊裝置，諸如秘密裝置（如光譜倒置儀），多重裝置（可同時發送二種以上電訊之用）
及某些接收機，稱為「分集接收機」者，係使用多重接收技術以克服圖像衰減問題。
（2）無線電發射機及無線電接收機，在多種語言之會議中供同時傳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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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動發射機及特殊接收機，供船舶，飛機等發出求救信號之用。
（4）遙測信號發射機，接收機或發射／接收兩用機。
（5）無線電話器具，包括供汽車，船舶，飛機，火車等用之無線電話機。
（6）攜帶式接收器，通常以電池操作，例如，供通話、警示或呼叫用之攜帶式接收器。
（G）其他通信器具
本組包括用於連接至有線或無線通信網路或傳輸或接收網路內之語言或其他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
通信網路包括，特別是，載波電流線路系統，數位線路系統及上開二者之結合者。其可配置成例如公
用交換電話網路、區域網路（LAN）、大都會區域網路（MAN）及廣域網路（WAN），不論是私有專用或開
放式之網路建構。
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網路介面卡（例如乙太介面卡）。
（2）數據機（組合之調變/解調器）。
（3）路由器、橋接器、網路集線器、轉發器及頻道對頻道轉接器。
（4）多工器及相關線路設備（例如，發送機、接收機或光電轉換器）。
（5）編碼/解碼器（資料壓縮/解壓縮器)其具有發送及接收數位資料之能力。
（6）可將撥號脈衝信號轉變為音調信號之脈衝波/聲波轉換器。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之器具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傳真機（第 84.43 節）
（b）打孔機，不論是否電動，在紙帶上打孔以資用於自動電報器具者（第 84.72 節）
（c）插入電話或電報線路之感應線圈（第 85.04 節）。
（d）電池、電池組及蓄電池（第 85.06 或 85.07 節）。
（e）電話答錄機設計以配合電話機操作，但不成為電話機組整體之一部分者（第 85.19 節）。
（f）無線電廣播或電視訊號之傳輸或接收器具（第 85.25、85.27 或 85.28 節）。
（g）電鈴及指示器（例如由電話鍵盤操作之燈光指示器）（第 85.31 節）。
（h）繼電器及交換設備，諸如自動電話交換機之選擇器（第 85.36 節）。
（ij）絕緣電線、電纜等，諸如光纖傳輸纜，由各別被覆之纖維組成，不論是否裝有插接器，包括配有插接
器之電線供控制盤使用者在內（第 85.44 節）。
（k）通信衛星（第 88.02 節）。
（l）電話通話次數記錄器及計數器（第九十章）。
（m）載波電流及其他發送機及接收機，其與類比或數位遙測儀器或器具組成一獨立單元者，或其與後者構
成屬於第九十章章註 3 涵蓋範圍內之功能單體者（第九十章）。
（n）計時儀（時間記錄器）（第 91.06 節）。
（o）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第 96.20 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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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8517.62 目
本目包括無線手機或電話基座，當其分別呈現之。

85.18-微音器及其座；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頭戴耳機及耳機，不論是否併裝微音器，
或含有微音器及一個或多個揚聲器之組件；聲頻擴大器；音響擴大機組。
8518.10-微音器及其座
-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
8518.21--裝入音箱之單一揚聲器
8518.22--裝入同一音箱之多個揚聲器
8518.29--其他
8518.30-頭戴耳機及耳機，不論是否併裝微音器，或含有微音器及一個或多個揚聲器之組
件
8518.40-聲頻擴大器
8518.50-音響擴大機組
8518.90-零件
本節包括各種單獨進口之微音器，揚聲器，頭戴耳機，耳機子及聲頻擴大器，不論設計作何種用途者（例如
電話微音器，頭戴耳機及耳機子，及收音機揚聲器）。
本節亦包括音響擴大機組。

（A）微音器及其座
微音器係用以轉變聲音振動為相當之電流變化或振盪，因此聲音得以傳遞，廣播或記錄。依其工作原理包括
下列各項：
（1）碳素微音器。係藉炭顆粒電阻之變化為之，而此變化係由於振動膜為聲波移位而產生壓力差異所導致之。
炭顆粒（或粉）係裝於在兩電極間之容器內，其中之一係組成振動膜或固定於其上。
（2）壓電式微音器。聲波產生之壓力通過振動膜傳送而引起特殊切割晶體(例如石英或岩石晶體)之應力，致使晶
體產生電荷。此種元件常用於“接觸型”微音器，以供拾取有如吉他、鋼琴、管絃樂器等之聲音。
（3）動圈或帶式微音器(俗稱動態式麥克風)。聲音之振動帶動置於磁場中之線圈或鋁帶上，經電磁感應而產生脈
波電氣信號。
（4）電容或靜電(電容器)微音器，裝有兩塊板片(或電極)，一塊固定(背面板)，另一塊可振動(振動板)，兩板片間
有空隙，聲波可使兩塊板片間之靜電容量產生差異變動。
（5）熱或熱線微音器。含有熱阻線，其溫度及其電阻，由於音波之效應而變化。
本節亦包括無線微音器組，每組由一個或多個無線微音器和一個無線接收器組成。無線微音器藉由無線電
傳輸電路和一個內部或外部天線，來傳輸它所接收的聲波信號。接收器則有一個或多個天線接收此傳輸之無線
電波及內部電路，其可將無線電波轉換成電氣聲頻信號，並可能有一個或多個音量控制和輸出插頭。
微音器具有極多不同之用途（例如用於：公共演講之設備；電話機；聲音記錄；飛機及潛艇之偵測器；溝渠傾
聽裝置，心跳之研究）。
通常微音器輸出之電流為類比信號，某些裝有類比/數位轉換器之微音器，其輸出則為數位信號。微音器加
入擴大器時(通常為初級放大器)會顯得更靈敏。有時為音質調整而加入了電容器。某些微音器使用時需要電源供
應，此電源供應可能來自混音控制台或錄音器具或可能是一個單獨的電源組。此電源組單獨進口時不歸入本節(通
常為 85.04 節)。微音器有時亦配備有集中聲波之裝置；如係公共演說用之微音器，亦可配有特別支架以便置於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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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等或地上，或將微音器懸掛於其上。此等支架或裝置，即使單獨進口，如經特別設計係與微音器配合使用或裝
於其上者，仍歸入本節。
但另一方面，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則不歸入本節（第 96.20 節）。

（B）揚聲器，不論是否裝入音箱
揚聲器之功用與微音器相反，係將來自擴大器之電流變化或震盪轉變為機械振動並傳遞至空氣中。揚聲器包
括下列各種類型：
（1）活動鐵及動圈揚聲器。在動鐵揚聲器中，軟鐵電樞或簧係置於永久磁鐵場中而在通過電線之線圈影響之下。
磁場係根據電流而變化，而固定在電樞或簧上之振動膜則在空氣中產生相當之震動，動圈揚聲器主要含有
置於永久或電磁場中之線圈，而由變化電流產生活動力。線圈則穩固地連接於振動膜上。
（2）壓電式揚聲器。係基於以下原理；即電流加於若干天然或人造結晶體上時即產生機械畸變。此種揚聲器通
常稱為「晶體揚聲器」。
（3）靜電式揚聲器(亦稱電容式揚聲器)。此款揚聲器係基於兩板(或電極)間之靜電反應作用，其中之一板作振動
膜使用。
匹配變壓器及擴大器有時與揚聲器組裝在一起。通常揚聲器接收之電氣輸入信號為類比格式者，惟在某些情
形下，其輸入信號則為數位格式，藉本身裝配有數位/類比信號轉換器及擴大器，將其所產生之機械振動傳遞至空
氣中。
揚聲器得裝於框架底盤上或各種類形之機殼中（經常係感聲設計者），亦有裝於家具上者。如其整體之主要
功能作為揚聲器之用者，仍歸入本節。單獨進口之框架，底盤，機殼等，如可識別其主要功能為安裝揚聲器者，
亦歸入本節；歸屬第九十四章之家具在其原來之用途外，另行設計可裝配揚聲器者，仍歸入第九十四章。
設計專供自動資料處理機使用之揚聲器，單獨進口時歸入本節。

（C）頭戴耳機及耳機，不論是否併裝微音器，或含有微音器及一個或多個揚聲器之組件
頭載耳機及耳機係電聲波接收器用以產生低強度聲音信號，如上述之揚聲器，其以電效應轉換成聲音效應；
兩種情況其使用方法均為相同，僅為涵蓋之功率相異而已。
本節包含供電話或電報用之頭戴耳機、耳機，不論是否併裝微音器；頭戴耳機由特殊喉部微音器及永久固定
耳機子(例如用於航空者)所組成；有線電話手持聽筒，由微音器/揚聲器組合，供電話使用，且通常為電話接線生
所使用；頭戴耳機及耳機用於插入收音機或電視接收機，聲音再生器具或自動資料處理機。
本節亦包含微音器與一個或多個揚聲器之組件， 頭戴耳機或耳機可與該組件組裝在一起供個人收聽使用。
該組件係設計用於插入或連接至含有擴大器之中控系統。這些物品可能供集會或諮商場合與會者使用。
本節亦包括懷胎期之探聽器具，一般係由微音器、頭戴耳機、揚聲器、聽筒、音量控制開關及電池盒匣組成。
此器具能聽取胎兒的聲音及母親的心跳。此器具不包括錄音裝置，此器具係設計供非醫療用者。
然而，設計供專業性類型之醫療、外科或獸醫使用之電氣診斷器具，係歸入第 90.18 節。

（D）聲頻擴大器
聲頻擴大器係放大人類可聽聞範圍內電氣信號頻率之用。絕大多數以電晶體或積體電路為基礎，但少數仍然
以熱離子管為基礎。其通常以固定的電源供給箱供電，供給箱可能由主電源供電，如係手提式放大器，可能由蓄
電池供電或由電池供電。
聲頻擴大器之輸入信號可來自微音器、雷射光碟讀取機、拾音頭、磁帶磁頭、無線電饋入單元、影片聲帶頭
或其他來源之音頻電器信號。就大體而言，輸出信號係饋送至揚聲器，但並非經常如此(以初級擴大器為例，係饋
送至後級擴大器中，或併置於一擴大器內)。

─ 1342 ─

Ch.85
聲頻擴大器含有音量控制器具用以改變擴大器之增益，且其通常亦含有控制器（低音增高、高音提昇等）以
改變各種頻率回應。
本節包括聲頻擴大器之用作電話機之複述者或用作計量擴大器者。
高頻或中頻擴大器視為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氣用具，歸入第 85.43 節。聲頻混音器及等化器亦歸入第 85.43 節。

（E）音響擴大機組
本節亦包括由微音器，聲頻擴大器及揚聲器所組成之擴大機組。此種設備廣泛地應用於公共娛樂，公共演說
系統，廣告車輛，警車上或某些樂器上等。同樣系統亦使用於大型卡車上(尤其帶拖車者)，俾使駕駛人雖受引擎
聲音干擾，仍得以聽聞車後不正常之噪音或聲響。

零件
除位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裝有頭載耳機之飛行員頭盔，不論是否裝有麥克風者（第 65.06 節）。
（b）電話機組（第 85.17 節）。
（c）第 90.21 節之助聽器

85.19-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
8519.20-以硬幣、紙幣、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之器具
8519.30-唱盤（唱片座）
8519.50-電話答錄機
-其他器具：
8519.81--使用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媒體者
8519.89--其他
本節包括錄音器具，聲音重放器具及兼具錄音與聲音重放之器具，通常係錄製在其內部之儲存裝置或媒體（例
如磁帶，光學媒體，半導體媒體或其他第 85.23 節之媒體），或從內部之儲存裝置或媒體播放。
錄音器具調變一錄音媒體，故其後聲音重放器具得以重放原始之聲波（語言、音樂等）。本節包括以聲波接
收或由其他方法錄音者，例如，藉由自動資料處理機自網頁或光碟下載資料聲音檔，而錄製於其內部數位聲音裝
置（如 MP3 放音機）之內部記憶體（如快閃記憶體）。以數位碼錄音之裝置，通常必須裝有一個將數位碼轉換為
類比信號之轉換器，否則無法使聲音重放。

（I）使用硬幣，紙幣，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之器具
此種使用硬幣，紙幣，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之器具，可以選擇按選定之次序或隨機來播放所錄
之聲音。一般稱之為「自動投幣式點唱機」。

（II）唱盤（唱片座）
此種器具係以機械或電力轉動唱片，可能裝有亦可能未裝有拾音頭，但並不包括聲音裝置，亦不包括放大聲
音之電氣裝置（參閱下款：電唱機），其可能裝有一自動設備，可以使一組唱片接連被播放。

（III）電話答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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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器具係設計與電話機組連線操作（但不形成電話機組整體之一部分）。其傳送用戶預先錄好之信息並且
具有記錄留話者信息之功能。

（IV）其他使用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媒體之器具
本組器具可能為攜帶式。其亦可能配備有或設計為連接至音響裝置(揚聲器、耳機、頭戴耳機)及放大器。
（A）使用磁性媒體之器具
本組包括使用磁帶或其他磁性媒體之器具。聲音錄製係藉不規則地磁化媒體。聲音重放係藉媒體通過磁性拾
音頭前面而發出聲音。例如包括卡式放音機、磁帶錄音機及卡式錄音機。
（B）使用光學媒體之器具
本組包括使用光學媒體之器具。聲音錄製係將具變化強度之放大電流（類比信號）轉換為數位碼後再錄於錄
音媒體表面。聲音重放則用雷射來讀取。例如包括光碟放音機及迷你碟放音機。此種類型亦包括使用結合磁性及
光學科技媒體之器具。其使用磁性科技產生變化之反射區域但使用光束（例如雷射）來讀取。
（C）使用半導體媒體之器具
本組包括使用半導體（例如固態非揮發性）媒體之器具。聲音錄製係將具變化強度之放大電流（類比信號）
轉換為數位碼後再錄於錄音媒體上。聲音重放則自媒體讀取。半導體媒體可能固定裝在錄放音機內或可能作成可
抽移形式之固態非揮發性儲存媒體。例如含有快閃記憶體放音機（如某些 MP3 放音機）此放音機為攜帶式，使用
電池操作之器具，基本上係在一機殼內裝有快閃記憶體（固裝或可抽移），微處理器，及含有聲頻擴大器，液晶
螢幕及控制鈕之電子系統所組成。該微處理器係為使用 MP3 或類似檔案格式而程式化。此等器具有接頭以連接至
自動資料處理機下載 MP3 或類似檔案資料。
（D）使用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各種組合媒體之器具
此種器具裝配有可以藉由使用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媒體中任何二種或全部媒體之錄放音裝置。

（V）其他錄音或放音器具
本組包括：
（1）電唱機。此種器具係以拾音頭（拾音器心座），將機械振動轉換為電氣振動，並經由放大器及揚聲器，使
聲音從唱片（溝盤）發出來。電唱機可能裝有自動裝置，可以使一組唱片接連著播放。
（2）電影錄音器具，係以光電方法來錄音。聲音可能以（a）可變面積或（b）可變密度二種方式光電地錄在長條
的電影膠片上。電影錄音器具，除包括錄音頭外，亦包括裝膠片之膠片盒，與一馬達驅動機構「此機構係
將膠片速度與膠片一起運轉之電影攝影機調成同步之用」，以及膠片輸送機構。
（3）電影聲音重放機。係裝配含光電式音頭及電荷耦合裝置（CCD）之讀取機。
（4）電影用複製錄音器具，例如使用光電式或數位式方法，以重錄諸如磁式、光學式或電子式等其他方式所錄
製之聲軌者。

零件及附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及附件應歸於第 85.22 節。
*
**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供複製塑膠光碟片之擠壓或射出成型機器(第 84.77 節)。
（b）形成電話機組整體之一部分之電話答錄機（第 85.17 節）。
（c）分別呈現之微音器，揚聲器，聲頻擴大器及音響擴大機組
（第 85.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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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第 85.21 節之錄放影器具。
（e）錄或放音器具併裝於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第 85.27 節）。
（f）錄或放音器具併裝有電視接收機（第 85.28 節）。
（g）電影攝影機及放映機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第 90.07 節）。
。
。。

目註解：
第 8519.81 目
本目包括使用一種或多種以下媒體之器具：磁性、光學或半導體媒體。

85.21-錄放影器具，不論是否裝有影像調諧器者均在內。
8521.10-磁帶式
8521.90-其他
（A）錄影及聯合錄放影器具
此類器具當其連接至電視攝影機或電視接收機時，於媒體上錄製電氣脈波(類比信號)或由類比信號轉成之數位
編碼(或兩者複合式)，其係由電視攝影機攝得或電視接收機接收之影像及聲音所對應之信號。通常影像及聲音同
時錄在同一媒體上。錄製方法有磁性或光學方法，而錄製媒體通常為捲帶或碟片。
本節亦包括錄製由自動資料處理機轉送之影音數位碼之錄影器具，而通常其錄製於磁碟上(例如數位錄影機)。
以磁性錄製於磁帶者，其影像及聲音係錄在不同的軌道上，然而以磁性錄製於磁碟者，其影像及聲音在磁碟
表面上則呈磁力線形狀或呈螺旋形點狀。
以光學方式錄製者係將代表影像及聲音之數位資料，以雷射編碼於光碟片上。
能自電視接收機接收信號之錄影器具，其內裝配有調諧器而能自電視發射站所發射之信號頻帶中選取所需要
之信號(或頻道)。
當用於再生時，此種器具將錄影信號轉換成影像信號，並將此信號傳送到發射站或電視接收機。

（B）放影器具
此種器具之設計僅供直接在電視接收機上，做放影及放音之用，且其使用之媒體係在特殊的錄製設備中，以
機械地磁性的或光學地方式預先錄製。此種器具之例子如下：
（1）使用碟片之器具，此磁碟片上以種種之方法儲存有影像及聲音資料。需要時，再以雷射光學閱讀系統、電
容性感測器、壓力感測器或磁頭拾取。依據第十六類類註 3 規定，兼具有影像及聲音重放功能之器具，歸
入本節。
（2）將已錄製在光敏膠片之影像資料解碼及轉換成影像信號之裝置（聲音亦以一磁化方法錄在同一膠片上）。

零件及附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及附件歸於第 85.22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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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85.23 節之記錄用媒體。
（b）影像攝影機(第 85.25 節)
（c）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及影像監視器及影像投射機（第
85.28 節）。

85.22-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19 或 85.21 節所屬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8522.10-拾音頭
8522.90-其他
除應根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外（見第十六類之註解總則），本節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19 或 85.21 節所屬器
具之零件及附件。
歸入本節之零件及附件範圍：
（1）碟式或機械式錄音膠片用拾音頭。拾音器心座將機械振動（藉唱針追隨記錄媒體之溝而獲得）轉變為電氣
脈衝。
（2）雷射光學閱讀系統。
（3）供錄音，放音或消音用之磁式拾音頭。
（4）卡型轉換器。其能從攜帶式光碟放音機經由磁帶放音機將聲音重放。
（5）光電式放音頭。
（6）供捲繞或退繞磁帶之器具，此器具通常包括兩個捲筒支持托架，至少其中之一配備一能使它轉動之裝置。
（7）唱臂，唱盤座。
（8）供唱針安裝或未裝經加工之藍寶石及鑽石。
（9）唱片刻劃器，此為錄音器具之構成的零件。其將聲音振動轉變為機械振動以及修正溝之形狀。
（10）特別設計及建造供錄音或放音器具用之設備。
（11）用以清潔錄放音、影器具磁頭之卡帶，無論其零售包裝是否附有清潔液。
（12）其他供磁性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用之專用零件及附件，例如：消音磁頭、棒及消音機器；磁性針尖；顯示
到達口授點之刻度盤。
（13）其他供錄影或放影器具用之專用零件及附件；例如：錄製影像用磁鼓；供維持磁帶與錄影頭或拾音頭接觸
用之真空裝置；捲帶裝置等。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捲軸，捲盤或類似品，包括未裝磁帶之影音卡匣（依其組成之材料分類，例如在第三十九章或十五類）。
（b）供錄音或放音器具用之電動機，但不與此錄音或放音器具之零件及附件併裝在一起者（第 85.01 節）。
（c）第 85.23 節記錄用媒體。
（d）配備放音頭之裝置，其與放在同步檯上與畫面監視器一起使用者（第 90.10 節）。

85.23-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不論
是否已錄製，包括生產碟片之原模及母片，但第三十七章之產品除外。
-磁性媒體：
8523.21--裝有磁條之卡片
8523.29--其他
-光學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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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3.41--空白光學媒體
8523.49--其他
-半導體媒體：
8523.51--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
8523.52--智慧卡
8523.59--其他
8523.80-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不同型態之媒體，不論是否已錄者，用於錄製聲音或其他現象（例如數字資料；原文；圖像，
影像或其他圖表資料；軟體）。此媒體通常可自錄製或讀取之器具插入或取出，及可能從一錄製或讀取器具傳送
至另一個錄製或讀取器具。
本節之媒體可能為己錄、未錄或有一些預錄資料，但可再錄製更多資料。
本節包括大量生產最終灌錄媒體用之中間型態之媒體（例如原模、負溝母片、正溝母片、負模片）。
但本節不包括灌錄資料於媒體或自媒體擷取資料之装置。
本節特別包括下列各項：

（A）磁性媒體
本組產品通常為碟片、卡片或帶之型態，其使用不同材料製成（一般為塑膠、紙或紙板、或金屬），不是本
身具有磁性就是被覆一層磁性材料。本組包括，例如磁帶錄音機用之卡帶及其他帶，攝錄機及其他錄影器具（例
如 VHS 錄影帶、Hi-8 攝錄磁帶、Mini-DV 迷你數位攝錄磁帶）、碟盤及卡片，均具有一層磁性條片。
本組不包括磁性-光學媒體。

（B）光學媒體
本組產品通常為碟片型態，由玻璃、金屬或塑膠製成並塗以一層或多層之光反射層。儲存於此種碟片之任何
資料（聲音或其他現象）藉由雷射光束來讀取。本組包括己錄或未錄之碟片，不論是否可以重錄。
本組包括，例如光碟片（如 CD 音碟、VCD 影音光碟片、CD-ROM 唯讀型光碟片、CD-RAM 重覆讀寫光碟片）、
數位影音光碟片（DVD）。
本組亦包括磁性-光學媒體。

（C）半導體媒體
本組產品包含一個或多個電子積體電路。
因此，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自外部錄製資料且為固態非揮發性之資料儲存裝置。（見本章章註 5（a））此類裝置(又稱為“快閃記憶卡”
或“快閃電子儲存卡”)係自外部錄製資料或由外部提供資料而用於有如導航及全球定位系統、資料收集
站、攜帶式掃描器、醫療監視用具、錄音器具、個人通信器具、行動電話、數位相機及自動資料處理機等。
通常，本裝置一旦連接至特定用具，即能讀取所儲存之資料，但必須使用特殊之轉接器才能從自動資料處
理機上傳或下載。
媒體僅使用來自所連接器具之電力供給，故並不需要電池。
此種非揮發性資料儲存裝置，係由在同一外殼內，以積體電路形狀之一個或多個快閃記憶體(“FlASH
2

E -PROM”快閃電子抹除式唯讀記憶體)組裝於印刷電路板上所構成，並裝配一個連接用插座至主機器具。
本裝置可包括以積體電路形狀之電容器，電阻器及微控制器。例如 USB 快閃驅動器。
（2）「智慧卡」，（見本章章註 5（b）），係指卡片上嵌入一個或以上晶片形狀之積體電路（一個微處理器，
隨機存取記憶體（RAM）或唯讀記憶體（ROM））。此類智慧卡可含有接觸器、磁條或嵌入天線，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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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任何其他主動或被動之電路元件。
此種「智慧卡」亦包括一些熟悉之物品例如近接感應卡或牌。如果依照本章章註 5（b）規定，近接感應卡
／牌通常由一含有唯讀記憶體之積體電路，並附加一印刷天線所組成。此卡／牌之操作係藉由天線處產生
電場干擾（其性質視儲存於唯讀記憶體內之編碼而定），使閱讀機所送出又反射回來之訊號受影響。此型
卡／牌並不傳送資訊信號。

（D）其他
本組包括留聲機唱片。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 具有一個或幾個聲軌之照相或電影膠片（第三十七章）。
（b） 供光電記錄用之感光膠片（第 37.02 節）。
（c）意欲用為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媒體之物品，但尚未配製完成者，則此物品歸類於其各別之章節（如歸入第三
十九章或四十八章，或第十五類）。
（d）資料方向紙帶或打孔卡片，其通常以打孔來完成錄音者（第四十八章）。
（e）有些電子記憶模組（例如 SIMMs(單線型記憶模組)及 DIMMs(雙線型記憶模組)），其應依第十六類類註 2 辦
理分類(見本章章註總則)。
（f）電動遊戲機用之卡匣(第 95.04 節)。

85.25-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不論是否裝有接收或錄或放音器具者；電視攝影機；數
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8525.50-傳輸器具
8525.60-具有接收器具之傳輸器具
8520.80-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A）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不論是否裝有接收或錄或放音器具者
無線電廣播器具之屬於本組者，必須以電磁波經由乙太傳送信號而無任何線路連接者。反之電視之傳輸器具
不論以電磁波或經線路者，均應歸入本節。
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2）轉播器具，用於拾取廣播，並再發送，因而增加有效範圍者（包括裝於飛機上之電視轉播器具）。
（3）轉播電視發射機，以天線及拋物線反射器，自攝影場或室外廣播場所傳送至主發射機之用者。
（4）工業用電視發射機（例如供遠距離閱讀儀器或供危險地區觀察用儀器），此類器具常以線路傳送。

（B）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本組所涵括之攝影機係能攝取圖像並予轉換成電子信號者：
（1）傳輸外景所攝圖像以供觀看或遠距錄影用之攝影機（即電視攝影機）；或
（2）錄製靜態圖像或動態畫面於攝影機內（即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
本節很多攝影機在物理上可能與第 90.06 節之照相機或第 90.07 節之電影攝影機相似。第 85.25 節之攝影機及
第九十章之攝影機，一般均含有光學鏡片俾得以在感光媒體上聚焦圖像及調節進入攝影機之光量。然而，第九十
章之照相機及電影攝影機係在第三十七章之感光膠片上暴露圖像，而本節之攝影機係將圖像轉換為類比或數位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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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之攝影機係將圖像聚焦於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或電荷耦合裝置(CCD)等光敏裝置上來攝取圖
像。光敏裝置為求以類比或數位格式錄製圖像，而將圖像以電氣符號方式送出。
電視攝影機，不論有無裝配遙控鏡頭及光圈之裝置，以及遙控攝影機水平與垂直運動之裝置（如電視攝影場
或報導用電視攝影機，供工業或科學目的用者，閉路電視（監視），或管理交通用者）。此種攝影機並無內建任
何錄存圖像能力。某些攝影機還可利用自動資料處理機來使用（如網路攝影機）。
「移動的」，供電視攝影機用可移動的機械裝備，不論是否單獨呈現，不歸入本節（第 84.28 節）。
本節亦不包括供電視攝影機長距離控制及聚焦用電氣裝備，當其單獨呈現時（第 85.37 節）。
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其圖像被錄在內部儲存裝置或媒體上（例如磁帶、光學媒體、半導體媒體或第 85.23
節之其他媒體）。其可能含有類比/數位轉換器(ADC)及輸出端子俾得以傳送圖像至自動資料處理機、列表機、電
視機或其他瀏覽機器。有些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含有輸入端子，因而其能錄製由外部機器輸入之類比或數位圖
像檔。
通常，本組之攝影機配有一個光學取景器或一個液晶顯示器(LCD)，或兩者皆有。一些配有液晶顯示器之攝
影機，其顯示器當在攝影時係當作一個取景器，而在供顯示其所接收來自其他來源之圖像時或供重放已錄圖像
時，則當作銀幕使用。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29 節。
*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85.17 節所屬器具。
（b）供與轉播器具組合一體之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當其單獨呈現時（第 85.27 節）。
（c）衛星電視接收機及衛星電視接收系統（第 85.28 節）。
（d）永久性的裝有本節之無線電廣播或電視發射機之特種車輛（一般為第 87.05 節）。
（e）電傳通訊衛星（第 88.02 節）。

85.26-雷達器具、無線電航行輔助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8526.10-雷達器具
-其他：
8526.91--無線電航行輔助器具
8526.92--無線電遙控器具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無線電航行輔助設備(如裝有固定或旋轉式天線之無線電標杆及無線電燈浮；接收器，包括裝有多重天線或
指向天線之無線電羅盤)。其亦包括全球定位系統(GPS)接收器。
（2）船舶或飛機航行用雷達設備（不論裝於船，飛機或陸地上者），包括港埠用之雷達設備，及置於浮標，燈
塔上之識別設備。
（3）機場用之盲目著陸或交通控制器具。此類器具極為複雜。若干類型者裝有普通之無線電、雷達及電視裝置，
以便於控制地點顯示在鄰近地區內飛機之位置及高度，並將著陸之必要指示及在鄰近地區內其他飛機之雷
達圖傳送至有關飛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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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達高度計量儀器（無線電高度計）。
（5）追蹤暴風雲層用之氣象雷達及氣象氣球。
（6）盲目轟炸裝備。
（7）炮彈或炸彈之近炸信管用雷達設備。
裝有雷管之完整導火線歸入第 93.06 節。
（8）空襲警報用之雷達器具。
（9）海軍或高射炮用之距離及方向探測雷達用具。
（10）雷達詢答機；此係接收及傳送雷達脈動之用。傳送時並常附有增加之資料收入以回答其所詢之用者。雷達
詢答機係用於飛機上，以便為雷達操作人員所識別；用於儀器氣球中，以決定氣象資料之範圍及方向並將
之發送。
（11）船舶，無駕駛員之飛機、火箭、飛彈、玩具、模型船舶或飛機等遙控用之無線電器具。
（12）礦坑爆炸或機器遙控用之無線電器具。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29 節。
*
**

永久性的裝有本節之雷達或其他器具之特種車輛除外（通常歸於第 87.05 節）。

85.27-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不論是否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或計時器者。
-不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機：
8527.12--袖珍型卡式收放音機
8527.13--其他器具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8527.19--其他
-需外接電源之機動車輛用無線電廣播接收機：
8527.21--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8527.29--其他
-其他：
8527.91--併裝有錄或放音器具者
8527.92--併裝有計時器而無錄或放音器具者
8527.99--其他
歸入本節之聲音無線電廣播器具，係以電磁波，經由乙太接收信號，而無任何線路連接著。
本組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1）各種家庭用無線電接收機（桌上型，座架型，裝在家具、牆上者等，手提式機種，不論是否併裝有錄音或
放音或計時器之接收機）。
（2）汽車無線電接收機。
（3）與 85.25 節轉播器具組合一體者，但單獨進口之接收裝置。
（4）袖珍型卡式收放音機（見本章目註 1）。
（5）含有無線電接收機之身歷聲音效系統(Hi-Fi 系統)，供零售成套商品，其包含各自獨立框殼之模組單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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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裝有光碟放音機，卡式錄音機，具有等化器之擴大器，揚聲器等。無線電接收機為此系統之主要特性。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29 節。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 85.17 或 85.25 節之物品。
（b）永久性的裝有本節之無線電接收機之特種車輛（第 87.05 節）。

85.28-監視器及投影機，未裝有電視接收器具；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
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8528.42--能直接連接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49--其他
-其他監視器：
8528.52--能直接連接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59--其他
-投影機：
8528.62--能直接連接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69--其他
-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
8528.71--未配裝有影像顯示或螢幕者
8528.72--其他，彩色者
8528.73--其他，單色者
本節包括：
（1）監視器與投影機，未裝有電視接收器具者。
（2）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供信號顯像者(電視機)。
（3）電視信號接收器具，無顯像功能者(例如衛星電視廣播接收機)。
監視器、投影機及電視機利用不同科技來顯示影像，像 CRT（陰極射線管）、LCD（液晶顯示器）、DMD（數
位微鏡面裝置）、OLED（構裝式發光二極體）及電漿等。
監視器及投影機可能具有接收多種不同來源信號之功能。但如果其裝配有電視調諧器則認定為電視接收器
具。

(A) 能直接連接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之監視器
本組包括之監視器能接受自動資料處理機中央處理單元所傳送之信號，並以圖示之方式顯示已處理資料。此
種監視器與其他類型監視器(見下列(B)部分)及電視接收機是可區別的。
本組之監視器可具有以下之特點：
（1）其通常顯示由整合於自動資料處理機中央處理單元中之圖形適配器(單色或彩色）所產生之訊號。
（2）其不會附有頻道選擇器或影像調諧器。
（3）其裝配有資料處理系統所特有之各項連接器（例如，RS-232C 介面、DIN、D-SUB、VGA、DVI、HDMI 或
DP(display port)連接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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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類監視器之可視圖像尺寸一般不會超過 76 公分(30 吋)。
（5）其具有適合近距離觀看之像素間距(display pitch)尺寸(通常小於 0.3 公厘)。
（6）其可有音頻電路及內置揚聲器(一般而言，總合 2 瓦或更小)。
（7）其前面板通常有控制按鈕。
（8）其通常不能遙控操作。
（9）其可附有傾斜、旋轉及高度之調整裝置，不反光表面，不閃爍之顯示，以及其他有助於長時間近距離觀看
監視器之人體工學設計。
（10）它們可運用無線通信協定以顯示來自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器之資料。

(B) 非屬能直接連接第 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之監視器
本組包括之監視器，當其連接至影像攝影機或錄影機時，能直接利用混合視頻、S 視頻纜線或同軸電纜接收
訊號，故不需要有射頻電路。此類監視器一般係用於電視公司或閉路電視(機場、火車站、煉鋼廠、醫院等)。除
此之外，該類器具能夠將紅(R)、綠(G)、藍(B)個別輸入或能夠依照特殊標準(NTSC,SECAM,PAL,D-MAC 等)予以編
碼。為接收編碼之訊號，監視器必須具備涵蓋(分離)R、G 及 B 信號之解碼裝置。此類監視器不會裝有資料處理系
統所特有之各項連接器，並且不會附有傾斜、旋轉及高度之調整裝置，不反光表面，不閃爍之顯示，以及其他有
助於長時間近距離觀看監視器之人體工學設計。此類監視器不會附有頻道選擇器或影像調諧器。

(C)投影機
投影機係將通常再生於電視接收機上或監視器螢幕上之影像投射在外界表面。其可能運用陰極射線管或平面
式之顯示科技（例如，數位微鏡面裝置(DMD)、液晶顯示器(LCD)、電漿等）。

(D)電視接收器具
本組包括之器具不論是否裝有影像顯示或螢幕，例如：
（1）電視廣播(地面，有線或衛星)接收機，其無顯示裝置(CRT，LCD 等)，此種器具接收信號並予轉換為適合顯
示之信號。其亦可裝有數據機以連接網際網路。此種接收機係設計用於錄影或放影器具、監視器、投影機
或電視。然而，單純隔離高頻電視信號之裝置(有時稱為影像調諧器)，應依零件歸入第 85.29 節。
（2）工業用電視接收機（如遠距離閱讀儀器或危險地區觀察用儀器），此類儀器常以線路傳送。
（3）各種家庭用電視接收機(液晶裝置、電漿、陰極射線管等) 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卡式錄影機、
DVD 放影機、DVD 錄影機、衛星接收機等。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29 節。
*
* *

本節不包括（特別是）下列各項：
（a）錄影或放影器具（第 85.21 節）。
（b）永久性的裝有本節之電視接收機或其他器具之特種車輛（例如廣播用車）（通常歸入第 87.05 節）。
（c）電影放映機（第 90.07 節）及第 90.08 節之影像放映機。

85.29-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25 至 85.28 節所屬器具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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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9.10-天線及各種天線反射器及其適用之零件
8529.90-其他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前四節器具之零件。
分類於此零件之範圍包含下列各項：
（1）各種天線及天線反射器，傳輸及接收用。
（2）供無線電廣播或電視廣播用轉子系統，主要由裝在天線桿上之馬達構成，轉動天線及經一分離控制箱去對
準及定天線之位置。
（3）機箱及機殼，特別供容納第 85.25 至 85.28 節器具之用。
（4）天線濾波器及分隔器。
（5）架（底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天線桿（第 73.08 節）。
（b）高電壓發電機（第 85.04 節）。
（c）用於手機或稱為行動電話機之蓄電池(第 85.07 節)。
（d）同樣適合主要用於第 85.17 號及第 85.25 至 85.28 節物品之零件（第 85.17 節）。
（e）耳機子及頭戴耳機，不論是否併裝有麥克風，能供電話或電報之用，以及能被連接於收音機或電視接收機之
耳機子及頭戴耳機者（第 85.18 節）。
（f）陰極射線管及其零件（例如偏向線圈）（第 85.40 節）。
（g）天線放大器及射頻振盪器組（第 85.43 節）。
（h）電視攝影機之鏡頭及濾光鏡（第 90.02 節）。
（ij）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第 96.20 節）。

85.30-鐵道、電車道、公路、內河航道、停車場、港口或機場用之電信訊號、安全或交通管制
設備，第 86.08 節所列者除外。
8530.10-鐵道及電車道設備
8530.80-其他設備
8530.90-零件
本節包括所有電氣設備，為鐵道、架空火車系統、公路或內河航道管制交通之用者。類似設備在某種程度內
可用以控制船舶（例如在港埠）及飛機（例如在機場）及停車設備者，亦歸入本節。但本節不包括以機械操作之
類似設備，即使含有較次要之電氣作用者（例如用電氣照明之機械信號，或電動水力或汽壓控制組件）亦然；此
類設備歸入第 86.08 節。
靜態信號縱使用電照明者（諸如用作方向指示記號之照明板），並不視其為交通控制設備；因此不歸入本節
而應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第 83.10，94.05 節等）。
（A）鐵道及電車道設備（包括地下礦坑鐵路設備）及架空火車運輸系統設備。本設備計分二組：
（1）信號或安全裝備。此項包括實際信號（通常為若干裝於柱上或某種框架中之彩色燈， 或活動臂或圓
盤），驅動及控制設備（不論以手或自動操作者）。此類之信號設備係用以控制車站、會合處、平交
道等之交通，及控制眾多火車在同一路線上行駛者。後者包括自動分段信號之設備，此信號乃火車自
鐵軌之一段駛至次一段時即自動操作所需之信號。
本節亦包括發送信號至車站或至信號箱之設備(以警鈴或以視覺顯示器)，用以說明火車之所在或
來臨，或方位、信號等所在之位置。
若干類型之信號設備裝有可用以直接將信號傳至引擎室本身之用具。裝於路線上之接觸器或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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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引擎通過時啟動引擎上之機件，而對引擎室本身內之司機提示可見或可聞之警告；或在某種情
形下操作引擎控制部分使其停止。但此項設備裝於引擎內之部分不歸入本節。
（2）軌道控制設備，例如遙控點設備。此項設備主要以實際操作設備（有些含有關鎖裝置）及控制板與設
備組成。前者在鄰近每組之交叉之處裝於軌道上，後者則裝於數個集中之控制點上（信號箱等）。
本組物品包括調車場為自動控制車輛用之若干複雜設備，例如裝設於若干大型調車場之前進轉接
儲存設備及車輛行駛控制器具（球形機器人）。
（B）公路及內河航道設備或停車設備
本組包括下列各項：
（1）自動平交道信號，例如閃光燈、警鈴或照明之停止信號。
操作大門及障礙物用之電氣設備亦歸入本節。
（2）紅綠燈，通常以一系列之彩色燈組成，裝設於十字路口、交叉點等處。本組燈器包括實際上之燈光設
施，控制設備及操作控制設備之裝置。燈光得以手操作（由交通警察操作之燈光，或在若干行人道交
叉點上由行人操作），或自動操作（用光電池或置於路上之接觸器，根據時間或通過之車輛操作）。
（C）供港埠或飛機場用之電氣交通控制設備。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外（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本節不包括裝於腳踏車上或機動車輛上之電氣照明及信號設備（第 85.12 節）。

85.31-電音響或視覺信號器具（例如：電鈴、電警報器、指示面板、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
，第
85.12 或 85.30 節所列者除外。
8531.10-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及類似器具
8531.20-液晶或發光二極體顯示之指示面板
8531.80-其他器具
8531.90-零件
除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之信號器具（第 85.12 節）及公路、鐵路等交通控制用者（第 85.30 節）外，本節包括
一切發送信號之電氣器具，不論用聲音傳達（電鈴、蜂音器、汽笛等），或用視覺指示者（電燈、垂下物、照明
號碼等），及不論以手操作（例如門鈴）或自動操作者（例如防盜警鈴）。
靜態信號縱使用電照明者（例如燈泡、燈籠、照明板等）並不視為信號器具，因此不歸入本節而歸入其本身
適當之節（第 83.10，94.05 節等）。
本節包括（特別是）下列各項：
（A）電鈴、蜂音器、門上之鳴鐘等。電鈴主要以電磁操作之器具組成，係用以錘震動及打擊圓頂形鐘。蜂音器
與之類似，但無圓頂形鐘。兩者均廣泛地用於家庭（例如門鈴）、辦公室、旅館等。本節亦包括裝於門上
之電氣鳴鐘及電動操作之教室用鐘。前者經打擊在內之一支或以上之金屬管後即發出一種或一連串之樂
聲。適於奏樂之鐘樂器除外（第九十二章）。
電鈴及圓頂形鐘通常設計用低壓電力操作（乾電池及原電池組），但亦有使用饋電線之電流者，惟須
用變壓器將其電壓降低。
（B）電氣音響信號器具，號角，號笛等。其聲音係由電氣或電子式聲響產生器中之振動簧或電旋轉盤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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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器具包括工廠號笛、空襲警報器、船舶號笛等。
（C）其他電動信號器具（閃光或間歇燈光等），供飛機、船舶、火車或其他車輛之用（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者
除外，第 85.12 節），但不包括第 85.26 節之無線電或雷達設備。
（D）指示板及類似器具。係供（例如，辦公室、旅館及工廠）呼喚人員，指示何處需要某人或某種服務，指示
房間是否空著之用。此類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1）房間指示器。係大形板，在其上含有相對應房間之號碼。在有關之房間內按鈕時，其相對應之號碼即
發光，或經由垂下物之落下而顯示該號碼。
（2）號碼指示器。信號在小盒面上出現成為照明數目；此類器具中有數種呼號機械係由電話盤操作。亦有
鐘形指示器，其號碼係用手旋轉號碼盤指示。
（3）辦公室指示器。例如指示某一辦公室人員是否空著之用。有些類型僅由該人員隨意照明簡單之指示「進
來」或「有事」而已。
（4）電梯指示器。在照明板上指示電梯係在何處，以及是否正在上升或下降。
（5）船上輪機室用電報器具。
（6）指示火車班次及停靠月台用之車站指示板。
（7）跑馬場、足球場、保齡球道等用之指示板。此類指示板亦有配置鈴或其他音響信號之裝置。
本節不包括按適當之電鈕即在圖中照明某一地點、道路、段、或路線之公路或鐵路圖，亦不包括
電動廣告牌。
（E）防盜警鈴。係由兩部分組成：偵察部分及發信部分（電鈴、蜂音器、視覺指示器等）；偵察部分操作時，
發信部分即自動發出信號。防盜警鈴係採用下列各種方式操作，例如：
（1）電接觸法，踩踏地板之某一部分，打開門，切斷或觸及細金屬絲等即自動發信號。
（2）導體電容效應。其用途常與保險箱有關連；保險箱係作為電容器之板，任何身體與之接近即影響其電
容量，因此攪亂其電路而發放警報。
（3）光電設計。將光線（常為紅外線）集中於光電池上；當光線被阻斷時，光電池電路中之電流即改變，
因而發放警報。
（F）火災警報器等，自動警報器亦包括兩部分：偵察部分及發信部分（電鈴、蜂音器、視覺指示器等）。此類
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1）由可熔體操作之器具（蠟或特種合金）。當溫度達到某點以上時，可熔體即溶化，因此切斷電接觸點，
而發放警報。
（2）以雙金屬片、液體或氣體膨脹原理為據之器具──膨脹超過某點時即發放警報。其中一型係利用在圓
筒內氣體之膨脹力推動活塞；裝有一閥門，在緩慢膨脹時不致發放警報，僅於溫度突升而突然膨脹時
始發放警報。
（3）以某一元素因溫度改變而產生電阻變化為據之器具。
（4）以光電池為基之器具。以一種光線集中於光電池上，如其為煙所陰蔽而至預定之程度時，即操作警報。
裝有刻度之指示器或記錄系統之類似器具歸入第九十章。
除自動火災警報器外，本節亦包括非自動警報器，諸如裝設在街道上，供呼叫消防隊用者。
（G）電蒸氣或氣體警報器。係由偵察器及聲音或視覺警報器組成，用以警告有害氣體混合物之出現用（例如天
然瓦斯，甲烷）。
（H）裝有光電池之火燄警報器（火燄偵察器）。當火燄亮光明滅時，光電池通過繼電器操作警報。未裝電氣音
響或視覺警報裝置之偵察器歸入第 85.36 節。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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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開關及開關面板，不論是否裝有簡單指示燈者（第 85.36 或 85.37 節）。
（b）裝有煙偵察器之火災警報器，含放射性物質者（第 90.22 節）。
（c）液晶監視器或電視接收機（第 85.28 節）。

85.32-固定、可變或可預先調整之電容器（＋）。
8532.10-適用於頻率 50/60 赫芝電路之固定電容器，其額定無效功率不低於 0.5 仟乏者（功
率電容器）
-其他固定電容器：
8532.21--鉭質電容器
8532.22--鋁質電解電容器
8532.23--單層陶瓷介質電容器
8532.24--多層陶瓷介質電容器
8532.25--紙或塑膠介質電容器
8532.29--其他
8532.30-可變或可預先調整之電容器
8532.90-零件
原則上電容器（或蓄電器）含有兩個導電面，由一種絕緣材料（介質），例如空氣、紙張、雲母、油類、樹
脂、橡膠及塑膠、陶瓷或玻璃予以分開。
在電氣工業之眾多部門中，電容器可作各種用途（例如改善交流電路之功率因素，產生相移電流供應馬達旋
轉場用，保護電接觸點以免受弧光之影響，儲存及發放出一定數量之電力；用於振盪電路中，用於頻率濾波器中；
極廣泛地用於無線電、電視及電話工業或用於工業電子裝備中）。
電容器之特性（形狀、大小、電容量、介質之性質等）係按其不同之應用而異。然而，本節包括所有任何型
式與製造方式及任何應用方面之電容器（包括用於實驗室或多種測量儀器上之標準電容器，特別在精密極限內所
製及在使用時為保持恆定所設計者）。
本節亦包括在底盤上或容器中集合於一起之電容器（例如若干大功率因素之電容器及電容箱，以眾多標準電
容器，用串聯或並聯方式連結於一起而成，俾獲得所需之電容量）。

（A）固定電容器
所謂固定電容器係指其電容量不能改變者。主要類型有：乾式電容器、油浸電容器、氣浸電容器、充油電容
器、及電解電容器。
（1）在乾式電容器中，極板及介質通常成交互之疊板或捲曲之扁條或箔之形態，在某些乾式電容器中，金屬外
封藉化學或熱的方法用於固定介質上，乾式電容器可能封於配有接線端之箱子中。
（2）油浸電容器，與乾式電容器類似，但其介質通常係塑膠膜或塑膠膜及紙製，經油或其他液體浸注者。
（3）氣浸電容器，係由二個或更多之電極組成，隔以氣體（空氣除外）作為介質。
（4）有數種電容器（充油電容器）係密封於裝滿油或其他適當液體之容器中，其中甚多配有附屬裝置，諸如壓
力計及安全閥。
（5）電解電容器，其極板之一通常係鋁或鉭製者；而其他極板之任務則以適合之電解質完成之；電解質係以電
極導電，電極之型式有時與鋁或鉭極板類似。電解作用在鋁或鉭極板上產生一層薄而複雜之化學化合物；
此種化合物以後即構成介質。電容器有時密封於容器中，但通常其外部之電極本身即構成容器，該類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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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常裝有與閥類似之針座。某種此一類型裝有糊狀電解質之電容器亦稱為「乾電解質電容器」。

（B）可變式電容器
所謂可變式電容器係指其電容量可隨意改變者。大部分可變電容器係以空氣作為介質，其極板通常包括兩組
金屬板，一組固定。另一組可轉動者係裝於軸上，在固定極板間通過。可轉動極板之轉動與固定極板之重疊程度
視電容器之電容量而不同。

（C）預定或可調整之電容器
預定或可調整之電容器（包括微調電容器），其電容器之精確值可調整至最小範圍之內。此項調整可用不同
方式。若干類型者其極板間之距離可以螺絲加以改變。其他型式者則由兩個金屬圓筒組成，其中之一可移動至另
一個之可變動範圍之內。介質通常為雲母，陶瓷，塑膠或空氣。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電容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本節不包括供功率因素改良用之若干同步馬達，雖其常被稱為「同步電容器」者（第 85.01 節）。
。
。。

目註解：
第 8532.23 目
本目包含單層陶瓷介質固定電容器，其為盤型或管型者。

第 8532.24 目
本目包含多層陶瓷介質固定電容器，其有連接線或呈晶片型者。

85.33-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電阻電熱器除外。
8533.10-固定碳質電阻器，複合型或膜型
-其他固定電阻器：
8533.21--操作功率未超過 20 瓦者
8533.29--其他
-繞線式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
8533.31--操作功率未超過 20 瓦者
8533.39--其他
8533.40-其他可變電阻器，包括變阻器及電位計
8533.90-零件
（A）電阻器（抵抗器）。係導體，其功能為在電路中提供指定之電阻（例如限制電之流動量）。其尺寸及形狀
以及所用之材料差別甚大。可以金屬（條型、或線狀，常捲於線軸上）或以桿狀炭素，或碳化矽、金屬或
金屬氧化物薄膜製成。它們可藉印刷過程形成個別組件而得。某些電阻器可以與甚多能使全部或部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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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路的末端接頭裝配。本節包括：
（1）浸油電阻器。
（2）炭素電阻燈，形如電燈泡，但有特殊之炭素燈絲；但照明用之炭素燈絲燈除外（第 85.39 節）。
（3）探電器，係以鐵絲組成，裝於充注氫氣或氦氣之玻璃管中；具有在某種限度內自動改變之特性，因而
保持電流之穩定。
（4）比較及計量用之標準電阻器（例如實驗室用者）；亦包括電阻盒，係以若干此類電阻器組成，裝於盒
內並有開關或接線裝置，以便連接所需電阻之組合於電路中。
（5）非線性電阻器：因溫度而定（熱阻器）之非線性電阻器，具有負或正的溫度係數（通常裝在玻璃管內），
及依電壓而定之非線性電阻器（變阻器），但不包括第 85.41 節之變阻器二極體。
（6）被稱作“應變計”之電阻器，係應變計測器之敏感元件。
本節不包括：
（a）電阻電熱器（第 85.16 或 85.45 節）。
（b）光敏電阻器（第 85.41 節）。
（B）變阻器。此係可變電阻器，附有滑動接觸或有其他裝置以便隨意改變電路中之電阻值。變阻器包括下列各
項：滑線可變電阻器，裝有游標，可在電阻線圈上滑動；逐步變阻器；水力變阻器，裝有可移動而浸於液
態導體中之電極者；自動變阻器（例如裝有最低或最高電流量或電壓之操作機械者）；以及離心式變阻器。
某些變阻器係設計作特殊之用途者（例如戲院之暗光器，係用於照明電路，以便緩慢地熄滅燈光；馬
達發動器及控制器，係以若干電阻器組成，附有必要之開關，以便於馬達電路中開啟或關閉一個或以上之
電阻器）。
（C）「電位計」係以一固定電阻器組成，裝於兩個接觸點及滑動分接器之間，可與電阻器之任何一點接觸。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電阻器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
**

85.34-印刷電路。
依照本章章註 6，本節包括以任何印刷方法（傳統式印刷或壓紋、電鍍及蝕刻等）將導體（電線），接點或
其他印製元件，諸如電感器、電阻器及電容器（被動元件），於絕緣基座上製成之電路，至於能產生整流、探測、
調變或擴大信號之元件，諸如二極體、三極體、或其他主動元件則除外。若干基本或"空白"電路，可以僅含通常
由均質薄長條或晶圓，適合時帶有連接器或接觸裝置之印刷導體元件組成。其餘則依預先確立圖式結合多種上述
元件。
絕緣基座之材料通常為扁平式，但亦可能為圓筒形，或截椎形等，電路可能印刷於一面或兩面（雙電路）。
若干印刷電路可能有多層並互相連接（複式電路）。
本節亦涵蓋了單由被動元件所組成之薄膜或厚膜電路。薄膜電路係以真空蒸發、陰極飛濺或化學方法在玻璃
或陶瓷板上積存金屬及介質膜之特殊圖案而成。圖案可能通過面具積存而成，或通過隨後經選擇性蝕刻之長片積
存而成。
厚膜電路系以玻璃粉、陶瓷及金屬與適當之溶劑混合而成之糊狀物（或墨水）篩印於同樣圖案之陶瓷板上，
再經爐火烤焙而得。
印刷電路可能具有鑽孔或未經印刷之連接元件，用以裝配機械元件，或連結未經印刷過程之電氣組件。膜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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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通常係裝於金屬、陶瓷或塑膠囊中，裝有連接導線或接頭。
單獨被動組件，諸如電感器、電容器及電阻器，以任何印刷方法所獲致者不視為本節之印刷電路，但可歸入
其適當之節（例如：第 85.04、85.16、85.32 或 85.33 節）。
電路上已裝配或連接機械或電氣元件者按本節之定義並不視其為印刷電路。其分類通常視情形依照第十六類
類註 2 或第九十章章註 2 為之。

85.35-電路開關、保護電路或聯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例如：開關、熔絲裝置、避雷器、限壓
器、突波遏止器、插頭及其他連接器、接線盒），其電壓超過 1000 伏特者。
8535.10-熔絲裝置
-自動斷路器：
8535.21--電壓低於 72.5 仟伏特者
8535.29--其他
8535.30-隔離開關及接通與斷路開關
8535.40-避雷器、限壓器及突波遏止器
8535.90-其他
本節包括一般用於配電系統之電氣器具，第 85.36 節之註解規定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有關電路開關，保
護電路或聯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之技術特性及功能。本節包括第 85.36 節註解中描述之各種器具，只要其電壓超
過 1000 伏特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熔絲及自動斷路器，當電流強度或電壓超過某一限度時，能自動切斷電流者。
（B）接通與斷路開關，特別供高電壓線路之用。其結構通常較複雜及堅固，並有特別裝置以防止形成弧光，且
可能具有多重接點，或以不同方式予以遙控（例如，槓桿，伺服馬達）。這些開關通常附著於充滿液體（例
如油）或氣體或真空之金屬或絕緣材料容器中。
（C）避雷器。係設計保護高壓電纜或電氣設施以免受閃電襲擊之防護裝置。通常包括一種對高壓電線絕緣之裝
置，但遇有非常高之電壓時，即予以切斷而通至地上，否則線路或電氣設施將受損害。在眾多類型之避雷
器中包括下列各項：炭粒避雷器，裝於絕緣物或絕緣鏈上以角隙或護套組成之避雷器，電解避雷器等。至
於依賴放射能原理之避雷器歸類於第 90.22 節。
（D）限壓器。此裝置用於確保兩導體間之電位差或導體與地面之電位差不超過一預設值。本裝置構造有時與放
電燈具有相同型態，但不為照明用，故不能視為燈。
然而，本節不包括自動電壓調整器（第 90.32 節）。
（E）隔離開關，供導線隔離之用，係屬於慢性切斷型，但其不像接通與斷路開關，一般於電路有負載時並不使
用。
（F）突波或尖波遏止器。係線圈，電容器等之組合體，以串聯或並聯方式插入線路或電氣器具中，用以吸收高
頻率突波。作此種用途之簡單線圈或電容器仍歸入其本身之節 。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38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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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上面所提及器具之組件（簡單開關組合除外）（第 85.37 節）。

85.36-電路開關、保護電路或連接電路用之電氣用具（例如：開關、繼電器、熔絲裝置、突波
遏止器、插頭、插座、燈頭及其他連接器、接線盒），其電壓未超過 1000 伏特者；光纖
、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8536.10-熔絲裝置
8536.20-自動斷路器
8536.30-其他電路保護器具
-繼電器：
8536.41--電壓未超過 60 伏特者
8536.49--其他
8536.50-其他開關
-燈頭、插頭及插座：
8536.61--燈頭
8536.69--其他
8536.70-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8536.90-其他器具
本節包括供住家或工業設備用之電氣器具，其電壓未超過 1000 伏特者，至於第 85.35 節則包括下面描述之器
具，其電壓超過 1000 伏特者。本節亦涵括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本節包括：

(Ⅰ)電路開關器具
此類器具主要由一裝置構成，用以連接或切斷一條或一條以上之電路，或自一條電路切換至另一條電路，並
依切換電路之數目稱為單極，雙極，三極等。本組亦包含換向開關及繼電器。
（A）本節包含使用於無線電器具及電氣儀器等之小開關，家庭內電線用之開關（例如翻板開關，以槓桿操作之
開關，迴轉開關，懸垂開關，按鈕開關等），及應用在工業上之開關（如限制開關，凸輪開關，微動開關
及接近開關）。由開門或關門而操作之開關及自動熱電開關（起動器），用以開動螢光燈者亦歸入本節。
其他分類於此的例子，包括由光耦合輸出入電路（絕緣閘流體交流開關）組成之電子式交流開關；電
子開關，包括設有溫度保護裝置之電子開關在內，由一個電晶體與一個邏輯晶片（晶片堆疊技術）組成，
電壓不超過 1000 伏特；及電流不超過 11 安培之電子機械式壓扣開關（搖桿開關）。
電子開關，係使用半導體元件(例如電晶體、閘流體、積體電路者)，非以接觸方式操作者。
門鎖在其本身裝有開關者不包括在內（第 83.01 節）。
（B）換向開關，係用以連結一條或以上之線路至另一條或以上之線路。
最簡單之一種係將線路連結至中心點，然後以移動臂連結至線路上之任何一條。此型較複雜之器具包
括電動馬達之起動開關及電動車輛用之控制齒輪。此類器具一般不僅包括開關齒輪，且亦包括眾多之電阻
器，按需要連接或切斷電路（見第 85.33 節註解）。
本節亦包括收音機及電視機等用之複雜開關組件。
（C）繼電器係一種電氣裝置，利用同一電路或另一電路之改變使之自動控制電路者。例如用於長途通訊之器具，
公路或鐵路之信號器具，控制或保護工作母機等。
繼電器類型繁多區分為：
（1）根據所用之控制電氣方法而定：電磁繼電器、永久磁性繼電器、熱電繼電器、感應繼電器、靜電繼電
器、光電繼電器及電子繼電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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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據若干預定之條件而操作：最大電流繼電器、最大或最小電壓繼電器、差別繼電器、快速切斷繼電
器及延時繼電器等。
接觸器，亦被視為繼電器，其為一供接通及切斷電路用之裝置，且不須藉一機械鎖固裝置或以手來操
作而能自動復置。其通常係藉電流操作及保持在一主動狀態內。

(Ⅱ) 保護電路器具
本節包括熔絲，通常係以裝有（或可裝入）保險絲之裝置組成。插入電路中後，如電流危險地增加，熔絲即
熔化而將電流切斷。依照用於電路及電流之類型，保險器之設計亦大有差別。盒式保險器含有一小管，內裝保險
絲而與金屬帽之兩端接觸；其他保險器含有一基座式插座（裝於線路上之用），及一連結件（可旋入插座內或在
彈簧接觸點之間推入），保險絲即裝於其上。本節包括完整之保險器，帶或不帶保險絲者。插座與連結件分別進
口者亦分類於此，但全部以絕緣材料（在模造時為裝配用之任何金屬小組件不計）製者除外（第 85.47 節）。熔
絲係依照其構成材料而分類，但小段熔絲具有圈環或其他連結裝置可供立即使用者，仍歸屬本節。
本節包括供防止電路過載用之其他裝置（例如當電流超過某一量值時即自動切斷電路之電磁裝置）。
本節不包括恆定電壓變壓器（第 85.04 節）及自動電壓調整器（第 90.32 節）。

(Ⅲ)連接電路用器具
本器具係將電路中之各種零件聯結於一起，包括下列各項：
（A）插頭、插座及其他接觸器，連結可移動之導線或用具至固定之設施上者。
本組器具包括下列各項：
（1）插頭及插座（包括用以連結兩條可移動導線者）。插頭可能具有一根或以上之釘或邊接觸點以便與插
座中之相對應孔穴或連接器匹配。插頭之邊緣或針中之一可供接地之用。
（2）滑動接觸器，諸如電牽引車、升降裝置等用之馬達、集電器等之電刷（高架或第三鐵軌用之集電器等），
但碳或石墨製品除外（第 85.45 節）。滑動接觸器之含有金屬塊、金屬線製布或疊合扁條者仍歸入本
節，即使其外表塗有一層石墨潤滑劑者亦然。
（3）燈或真空管插座及燈頭。若干燈頭製成蠟燭狀以便裝於大燭台上，或設計製成托架狀以便裝於牆壁上；
此類製品如其主要作用係作為燈頭用者，仍歸入本節。
配有一段電線之插頭及插座等除外（第 85.44 節）。
（B）其他連接器、接頭、接頭帶等。此類物品包括小方塊絕緣材料之配有電氣連接器者，及接受導電體用之接
頭（連接器之金屬部分），以及設計裝於電線末端之小金屬零件，用以便利通電者（鏟形接頭、鱷形夾等）。
接頭帶係以絕緣材料製之扁條組成，裝有眾多之金屬接頭或連接器，以便電線裝於其上。本節亦包括
收尾條或板；此類條板係以眾多放於絕緣材料中之金屬附屬物組成，以便電線銲接於其上。收尾條係用於
無線電及其他電氣器具之中。
(C)接線盒。係以內部裝有接頭或其他裝置之盒組成，用以連接電線，接線盒未裝有電氣連接裝置者，不分類於此，
而應按其構成材料分類。

（IV）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
第 85.36 節所稱「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係指於數位線路系統中，該連接器將光纖尾
端對尾端簡單機械地整齊排列，其不能執行訊號放大、再生或調變等其他功能。光纖用之連接器，未裝纜線
者歸入本節，但已裝纜線者不歸入本節（第 85.44 或 90.01 節）。

零件
─ 1361 ─

Ch.85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器具之零件分類於第 85.38 節。
*
**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各項：
（a）用為電壓控制器之非線性電壓電阻器（變阻器）（第 85.33 節）。
（b）上述所提及器具之組合體（簡單開關組合體除外）（第 85.37 節）。
（c）用為電壓控制器之半導體二極體（第 85.41 節）。

85.37-控電或配電用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裝配有第 85.35 或 85.36 節所列二種
或以上之器具，包括裝有第九十章所列之儀器或器具，及數值控制器具者，第 85.17 節所
列之電訊交換器具除外。
8537.10-電壓未超過 1000 伏特者
8537.20-電壓超過 1000 伏特者
此類器具係組合前二節之器具（例如開關及熔絲）於板、面板、機櫃等之上或裝於箱內、檯上等而成。通常
亦配備計量表，有時亦裝有輔助儀器，諸如變壓器、電子管、電壓調整器、可變電阻器或發光電路圖。
本節所包括之物品自僅含有少數開關、熔絲之小配電盤（例如供照明用之設備）至供工作母機、輾壓工廠、
電力站、無線電台等用之複雜控制面板，還包括了本節所提數種物品之組合在內。
本節同時包括下列各項：
（1）具有內裝自動資料處理機之數值控制面板，其通常用於控制工作母機。
（2）控制器具用程式配電盤；其允許依選擇接著來的操作而變化，通常用於家庭電氣器具，諸如洗衣機及洗盤
機。
（3）「可程式控制器」其為使用一可程式記憶器，供儲存指令，以行使特別功能（諸如邏輯，定順序，定時，
計數或計算等）之數位式器具，而經由數位或類比輸入／輸出模組，來控制各種不同型式之機器。
本節不包括第 90.32 節之自動控制器具。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外（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歸類於第 85.38 節。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電話交換機（第 85.17 節）。
（b）簡單開關組件，諸如由二個開關及一個連接器所組成者（第 85.35 或 85.36 節）。
（c）用於遙控電視接收機，錄影機或其他電氣設備之無線紅外線裝置(第 85.43 節) 。
（d）裝有鐘或錶運轉體或裝有同步馬達之定時開關（第 91.07 節）。

85.38-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5.35、85.36 或 85.37 節所列器具之零件。
8538.10-第 85.37 節所列物品之板、面板、機櫃、檯、箱，及其他基板，未裝有原器具者
8538.90-其他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前三節物品之零件。
本節包括，例如：配電盤用板，其通常由塑膠或金屬製成，未裝有本身之儀器，只要其能被清楚地識別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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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盤之零件即可。

85.39-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包括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發
光二極體燈泡。
8539.10-密封式光束燈泡組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或紅外線燈泡：
8539.21--鹵素鎢絲燈泡
8539.22--其他燈泡，功率未超過 200 瓦特及電壓超過 100 伏特者
8539.29--其他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
8539.31--熱陰極螢光燈管
8539.32--水銀或鈉氣燈泡；金屬鹵化物燈泡
8539.39--其他
-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
8539.41--弧光燈
8539.49--其他
8539.50 - 發光二極體燈泡
8539.90-零件
電燈泡係由玻璃或石英容器組成，形狀不同，含有供轉變電力為光線（包括紅外線或紫外線）之必需元件。
本節包括所有電燈泡，不論是否專為特殊用途而設計者（包括閃光放電式燈泡）。
本節包括燈絲電燈泡，氣體或蒸氣放電燈泡，弧光燈泡及發光二極體燈泡。

（A）密封式光束燈泡組
密封式光束燈泡組，通常設計供汽車車身製造組合之用，其由一透鏡與反射器，及密封在一充氣或真空型燈
泡內之燈絲所組成。

（B）其他燈絲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或紅外線燈泡（見（D）部分）
其光係因細絲（金屬或炭素）經電流通過發生白熾後產生。玻璃外殼（有時上彩色）內之空氣或經抽出或在
低壓下注入惰性氣體；其燈泡頭得為螺旋型或插接型但需備有必要之電接觸點，以便裝於燈頭上。
此類燈泡具有各種不同之型式，例如球型（有頸或無頸）；梨型或蔥型；火燄型；管狀（直管或曲管）型；
供照明、裝飾、聖誕樹等用之特種花式型。
本組也包括鹵素燈泡。

（C）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見（D）部分）
係由玻璃套（常為管狀）或石英套（外層常為玻璃）組成，裝有電極，並含有一種在低壓下受放電影響發光
之氣體，或一種可散發光性質蒸氣之物質；某些燈泡可能含有產生氣體及蒸氣兩者之物質。有些則含有閥，供去
除氣體在電極上活動所產生之化合物；其他可能用真空包裹或用水冷卻。有些燈泡之內壁敷有一層特殊物質，可
將紫外線轉變為可見之燈光，因此而增加燈泡之效果（日光燈）。有些燈泡用高壓電，有些則用低壓電。
此一類型之主要燈泡包括下列各項：
（1）氣體放電管，所含氣體為氖、氦、氬、氮或二氧化碳，包括供照相或頻閃觀察用之閃光放電式燈泡。
（2）鈉蒸氣燈。
（3）水銀蒸氣燈。
（4）充氣雙料燈，其燈光係經由白熾燈絲及氣體之放電兩者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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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屬鹵化物燈泡。
（6）氙氣管及文字數字表示管。
（7）分光放電燈及輝光放電燈。
此類燈泡之用途頗廣，例如室內照明；街道照明；辦公室、工廠、商店等照明；機器之照明；及裝飾與廣告
用之照明。本節包括簡單之直管或曲管，與各種複雜型態之管（例如捲軸、字母、數字及星星等形狀）。

（D）紫外線及紅外線燈泡
紫外線燈泡係作醫療、實驗室、殺菌或其他之用途。通常以含有水銀之熔凝石英管組成；有時密封於玻璃外
套內。有些稱為黑光燈（例如供戲院用者）。
紅外線燈泡係經特別設計用以產生紅外線之燈絲燈。大多數燈之內部襯有銅或銀而形成一反射器。例如供醫
療用者或工業上作為熱源之用者。

（E）弧光燈
此種燈係由電弧發光，或由電弧及支持電弧之兩個電極或其中之一的白熾發光。電極通常係碳或鎢製成。若
干燈泡備有自動裝置使電極接近以便打擊電弧，其後電極雖經不斷之消耗，亦可保持正確之距離。設計供交流電
用之燈泡則備有補充電極供起動之用。開放式弧光燈之電弧係在大氣中燃燒；其他則置於玻璃套內，且有適當之
擋板與大氣溝通。
應予注意者為弧光燈非如本節其他物品一樣，僅作為簡單之照明元件，而係一複雜之裝置。

（F）發光二極體(LED) 燈泡
其光係由一或多個發光二極體產生。這類燈泡由玻璃或塑料外殼、一或多個發光二極體、用以整流交流電源
並將電壓轉換為 LED 能用電位之電路，以及供固定於燈頭上之燈座(例如：螺旋型、插接型或雙針型)組成，某些
燈泡可能還會包含散熱器。
此類燈泡具有各種不同之型式，例如球型（有頸或無頸）；梨型或蔥型；火燄型；管狀（直管或曲管）型；
供照明、裝飾、聖誕樹等用之特種花式型。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本節包括：

（1）白熾燈或放電燈(管)之基座。
（2）放電燈(管)用之金屬電極。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燈之玻璃外殼及具有主要特性之玻璃零件（例如聚光燈泡反射器）（第 70.11 節）。
（b）碳燈絲電阻燈泡及充氫鐵燈絲之可變燈泡。
（c）日光燈起動用自動熱電開關（起動器）（第 85.36 節）。
（d）熱離子管（第 85.40 節）。
（e）發光二極體(第 85.4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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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電氣發光裝置，通常成帶狀，板狀或面板狀，基本上係將電氣發光物質(例如硫化鋅)放於兩片導電體材料夾
層中間(第 85.43 節)。
（g）弧光燈用碳製品及碳燈絲(第 85.45 節)。

85.40-熱離子管、冷陰極管或光陰極管（例如：真空、蒸氣或充氣管、汞弧整流管、陰極射線
管，電視攝影管）。
-陰極射線電視影像管，包括影像監視器陰極射線管：
8540.11--彩色者
8540.12--單色者
8540.20-電視攝影管；影像轉換器及影像強化管；其他光陰極管
8540.40-單色資料／圖形顯示管；彩色資料／圖形顯示管，具有螢幕螢光點間距小於 0.4
毫米者
8540.60-其他陰極射線管
-微波管（如磁控管、調速管、行波管、反波管），不包括柵控管：
8540.71--磁控管
8540.79--其他
-其他電子管：
8540.81--接收或放大管
8540.89--其他
-零件：
8540.91--陰極射線管用
8540.99--其他
本節包括用途不同之電子管，即利用自真空或氣體中之陰極所發射之電子產生效應者。
此種電子管有三種類型：（1）熱離子管，在電子發射之前其中之陰極必須先加熱；（2）冷陰極管；以及（3）
光陰極管，其中之陰極為光作用所刺激；依照其電極之數字稱為二極管、三極管、四極管等。同一外殼可含有兩
個或以上功能不同之真空管（混合真空管）。外殼通常為玻璃製、陶瓷製，或金屬製，或這些材料之聯合製品，
並得配裝冷卻設備（冷卻翼片、水循環系統等）。
眾多電子管中若干係設計作特殊用途者，諸如微波管（如磁控管、行波管、返波管、調速管）、密封圓盤（燈
塔）真空管、穩定真空管、閘流管、水銀半波整流管等。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整流管。係設計將交流改為直流之用。可能為真空型，充氣體或蒸氣型（例如水銀蒸氣），通常有兩個電
極。某些類型（如閘流管）者備有控制柵極，俾可調整其操作甚至倒轉（直流轉變為交流）。
（2）陰極射線管。
（a）電視攝影管（影像拾取管，如影像顯像管或光導攝像管），此為電子束管，通常藉掃瞄程序將光學影
像轉換成相當的電氣信號。
（b）顯像轉換管。此為一真空管，其將一影像（通常為紅外線放射）投射至一光電放射的表面，然後在一
發光的表面上產生一相當的可見影像。
（c）影像強化管，此為一電子管，其能將一影像投射在一光電放射的表面，產生一相對應之強化影像於一
發光的表面上。
（d）其他陰極射線管，其能將電氣信號直接或間接地轉換成可見影像。此類型之一例子是儲存管。電視接
收或影像監視器用陰極射線管，由陰極發射之電子，在被聚焦、偏向等後變成光線之形態照射在內襯
螢光材料之內壁上（通常在管之尾端），此構成一幕顯示觀察者看見之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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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極射線管也用於雷達、示波器，及某些自動資料處理系統終端機上（顯示管）。
（3）真空或充氣之光電放射管（亦被稱為光電放射電池），其係以含二電極之玻璃管或石英管組成。其中陰極
塗敷有一層感光性材料（通常為鹼金屬）；受光線之作用後，這層感光性材料射出電子，並建立了電極間
之傳導性，然後再由陽極來收集電子。
光電倍增器係由光電放射陰極及一電子倍增器組成之光敏真空管。
（4）其他電子管。通常為真空管，有些有數個電極。係用以產生如放大器，如檢波器，如掃瞄變換器（不使用
光陰極）等之高頻率振盪。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例如電極（陰極，柵
極，陽極），管套（玻璃材質除外），陰極射線管防破裂用盒，供掃瞄目的用繞於陰極射線管頸部之偏向線圈。
*
**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陰極射線管用玻璃面板及圓錐形外殼（第 70.11 節）。
（b）金屬槽汞弧整流器（第 85.04 節）。
（c）Ｘ射線管（第 90.22 節）。

85.41-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光敏半導體裝置，包括是否為各體之集合或製造成
組件之光伏打電池；發光二極體；已裝妥之壓電晶體（＋）。
8541.10-二極體，光敏二極體或發光二極體除外
-電晶體，光敏電晶體除外：
8541.21--損耗功率低於 1 瓦者
8541.29--其他
8541.30-閘流體、二端子閘流體及三端子閘流體，光敏裝置除外
8541.40-光敏半導體裝置，包括是否為各體之集合或製造成組件之光伏打電池；發光二極
體
8541.50-其他半導體裝置
8541.60-已裝置壓電晶體
8541.90-零件
（A）二極體、電晶體及類似半導體裝置
本組物品之定義見本章章註 9（A）。
本組裝置係根據若干「半導體」材料之電子性質而操作。主要特性為正常溫度之下，其電阻率係位於導體（金
屬）與絕緣體二者範圍之間，此類裝置包括某些礦物（例如方鉛礦結晶）、四價化學元素（鍺、矽等）或化學元
素之混合物（例如三價及五價元素，諸如砷化鎵、銻化銦）。
由四價化學元素所組成之半導體物質通常為單結晶體。精純狀態者不宜使用，應以特種「雜質」（摻雜劑）
輕摻雜（以每百萬份之若干部分表示）方式使用。
對於四價元素而言，「雜質」可能為五價化學元素（磷、砷、銻等）或三價元素（硼、鋁、鎵、銦等）。前
者產生ｎ型半導體而其電子過剩（充陰電）；後者產生ｐ型半導體而其電子不足，換言之，電洞（充陽電）佔優
勢。
─ 1366 ─

Ch.85
三價及五價化學元素所混合而成之半導體材料亦須摻雜。
含有礦物之半導體物質中以自然含於礦物內之雜質作為摻雜劑。
本組之半導體裝置通常於ｐ型及ｎ型半導體材料之間有一個或以上之「接面」。
半導體包括下列各項：
(Ⅰ)二極體。含有兩個端點裝置及一個單一 pn 接面；電流極易在一個方向（正向）通過，但向另一方向（反向）
通過時則遭遇極高之阻力，係用以檢波、整流、開關等。二極體主要之類型如下：信號二極體、電力整流二
極體、調節電壓二極體、基準電壓二極體。
(Ⅱ)電晶體係含有三個或四個端點之裝置，具有放大、振盪、頻率轉換，或開關電流之功用。
電晶體之操作依外加電場到第三個端點時，另兩端點間電阻率之改變而定。外加之控制信號或電場是
比由改變電阻率而產生具有放大效果之結果來得微弱。
電晶體包括：
（1）雙極電晶體，為由兩個二極體型式之接面組成的三端點裝置，其電晶體之動作依賴正電荷載子及負電
荷載子（因此稱為雙極）。
（2）場效電晶體（又稱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其可能有接面或沒有接面，端賴二端點間可用電荷載子之感
應乏層（或增強層）而定。在場效電晶體內，其電晶體動作只用一種類型之電荷載子（因此稱為單極）。
於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型電晶體(亦稱為 MOSFET)內製造出之寄生二極體，可作為電感性負載切換時之
飛輪二極體使用。具有四個端點之 MOSFET 稱為四極管。
（3）絕緣閘雙極性電晶體(IGBT)係具有 1 個閘端(閘極)及 2 個負載端(射極與集極)之三端點裝置，於閘極與
射極間施加適當之電壓，可控制單一方向電流，即導通或截止。IGBT 晶片可與二極體結合成單一封
裝體(已封裝 IGBT 裝置)，該二極體係為保護 IGBT 裝置持續執行電晶體功能而設。
(Ⅲ)類似半導體裝置。在此地之類似裝置乃指其作用係應用電場而改變電阻率之半導體裝置。
本組物品包括下列各項：
（1）閘流體，在半導體材料（三個或更多個 pn 接面）上，由四個傳導區組成，當有一控制脈衝起動傳導區
時，則有一直流電流流經預先設定的方向。其功能有如二個互鎖、互補電晶體，具有一共同集極／基
極接面，可控整流器、開關，或放大器。
（2）三端雙向可控矽開關元件（雙向三端子閘流體），在半導體材料（四個 pn 接面）上，由五個傳導區組
成，當一控制脈衝起動傳導區時，則有一交流電流流過。
（3）二端子閘流體，在半導體材料（二個 pn 接面）上，由三個傳導區組成，用於供應操作三端子閘流體所
需之脈衝。
（4）變容體（或可變電容二極體）。
（5）場效應裝置，諸如柵極晶體。
（6）甘恩（Gunn）效應裝置。
但本節不包括在操作上與上述所列不同之半導體裝置，即主要係以溫度、壓力等操作者，諸如非線性半導體
電阻器（熱變阻器、變阻器、磁電阻器等）（第 85.33 節）。
依賴光射線操作之光敏裝置（光二極體等）見（A）組。
上述裝置，不論進口時已否裝配，應歸入本節，亦即是否連同端點或導線或已裝配者（組成品），或未裝配
者（元件），即使未切成小塊之圓片（晶圓）亦在內。但天然半導體材料（例如方鉛礦），僅限已裝配者方可歸
入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第二十八章之化學元素（例如矽及硒）經摻雜供電子之用而成圓片、薄晶片或類似形狀，修光
或未修光，且不論外面是否塗佈一層均勻之外延層，只要未經選擇性摻雜或分散而成分離之部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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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光敏半導體裝置
本組物品包括光敏半導體裝置，其由可見、紅外線或紫外線之作用，藉內部之光電效應，引起電阻率之變化
或產生一電動勢。
依賴外部光電效應操作之光電放射管（光電放射電池）歸於第 85.40 節。
光敏半導體裝置之主要類型如下：
（1）光敏電池（光敏電阻），通常由兩個電極組成，電極間具有半導體物質（硫化鎘，硫化鉛等），其電阻隨
照射在電池上之強度而起變化。
此種電池可用於火燄偵側器，自動相機之曝光表，供計算移動物體，供自動精密量度裝置，及供自動
開門系統等之用。
（2）光電伏特電池，其不需一外加電源，而能將光直接轉換成電能。以硒為基礎之光電伏特電池，主要用於米
燭光計及曝光計。以矽為基礎之光電伏特電池，有一較高之輸出，其特別用於控制及調整裝備上，供偵測
光脈衝，在通信系統中使用光纖等。
光電伏特電池之特別種類為：
（i）太陽電池，矽光電伏特電池，其能直接將太陽光轉換成電能。其通常成組使用，作為電力之來源，
例如供太空研究之火箭或衛星用，供山難救援發射器用。
本節亦包括太陽電池，不論是否為各體之集合或製成組件。然而本節不包括配有元件之組
件或各體，不論多簡單（如，二極體用於控制電流的方向），係用以直接供應電力至如馬達或
電解裝置者（第 85.01 節）。
（ii）光二極體（鍺、矽等），具有之特徵為光線照射其 p n 接面時，其電阻率產生變化。係用於自動
資料處理（儲存資料之讀取），作為某些電子管之光陰極用，或用於放射高溫計等。光電晶體
及閘流體則屬於本類光電接收器。
（iii）光隅合器及光繼電器，由電激發光二極體與光二極體、光電晶體或光閘流體組成。
光敏半導體裝置，不論是裝配好的（例如，帶有端點或導線），封裝好的，或未裝配的，
皆歸於本節內。

（C）發光二極體
發光二極體或電激發光二極體（以砷化鎵或磷化鎵為基），係一裝置，其能轉換電能為可見光線，紅外線或
紫外線。係供控制系統中顯示或傳送資料之用。
雷射二極體，發出檢相光束，用於如偵測核粒子，測量高度或遙測裝備，以及使用光纖之通信系統上。

（D）已裝妥之壓電晶體
主要係鈦酸鋇（包括多結晶極化鈦酸鋇元素）鋯鈦酸鉛或第 38.24 節之其他結晶（見相關之註解）或石英或
電石。係用於麥克風、擴音器、超音波器具、已穩定之頻率振盪電路等。歸入本節者僅以已裝妥者為限。其通常
呈現板型、棒型、盤型、環型等，必須至少配備電極或電氣連接物。其可能以石墨、清漆等塗佈，或裝在支座上，
以及通常裝於封套中（如金屬盒，玻璃燈泡）。如由於加入其他組件後，全部製成品（組件加入晶體）不能再認
為僅係已裝置之晶體，但可識別係機器或用具之某種部分品者，則應按有關機器或用具之部分品分類，例如：供
麥克風或揚聲器用之壓電電池（第 85.18 節），唱頭（第 85.22 節），超音厚度計量或檢波儀器用之拾音元件（其
分類通常視情形依照第九十章章註 2（b）為之或第 90.33 節。），電子錶用晶體振盪器（第 91.14 節）。
本節不包括未裝妥之壓電晶體（通常為第 38.24，71.03 或 71.04 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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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8541.21 目
電晶體消耗率之量度，是在外殼溫度限制在 25℃，利用外加一特定操作電壓，然後量度連續功率處理能力而
得。例如一電晶體，其外殼溫度保持於 25℃，在一特定操作電壓 5 伏特下，能處理 0.2 安培之連續負荷，則其消
耗率是 1 瓦特（安培×伏特＝瓦特）。當電晶體具有熱散逸裝置（例如，翼片、金屬外殼）時，則 25℃之溫度是
指底部或外殼之溫度，但對其他電晶體（例如，具簡單之塑膠外殼者）而言，在室溫下測量即可。

85.42-積體電路。
-積體電路：
8542.31--處理器及控制器，不論是否併裝有記憶體、轉換器、邏輯電路、放大器、計時器
及計時電路或其他電路
8542.32--記憶體
8542.33--放大器
8542.39--其他
8542.90-零件
本節物品之定義見章註 9（B）。
積體電路係由被動及主動元件或組件，密集組裝而成之裝置，被視為單一單元（所謂被動或主動元件或組件，
見第 85.34 節註解第一段）。但電子電路僅含有被動元件者不歸入本節。
不同於積體電路，分離元件可以具有單一主動電氣功能（第八十五章章註 9(A)定義之半導體裝置）或單一被
動電氣功能（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分離元件是不可分開的，其乃系統中基本的電子構成組件。
但由數個電子電路元件組成之組件，具有多重電氣功能，如積體電路者，不視為分離之組件。
2

積體電路包括記憶體【例如，DRAMS、SRAMs、PROMS、EPROMS、EEPROMS(或 E PROMS)】、微控制器、
控制電路、邏輯電路、閘門陣列、介面電路等。
積體電路，包括下列各項：
（I）單石積體電路。
其內電路元件( 二極體、電晶體、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製作在半導體或化合物半導體材料(例如攙雜
矽晶、砷化鎵、矽鍺、磷化銦)基板裡面（主要）以及表面上，而且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單石積體電路
可能為數位、線性（類比）或數位類比者。
單石積體電路可能為：
（i）已裝配者，即已與端點或導線裝配者，不論是否於陶瓷、金屬或塑膠盒內。其所裝之盒可能為圓筒形、
平行六面體形等。
（ii）未裝配者，即晶片，通常成長方形，各邊長度一般約數公釐。
（iii）未切成小塊之晶圓（即未切成晶片者）。
單石積體電路包括：
（i）金屬氧化物半導體（MOS 技術）。
（ii）以雙極技術製得之電路。
（iii）結合雙極及金屬氧化物半導體技術製得之電路（BIMOS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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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氧化物半導體(MOS)，尤其是互補金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以及雙極性技術係電晶體製造所涉及之汎
用技術。因電晶體係單石積體電路之基本構成要素，故電晶體賦予積體電路屬性。雙極性電路，係適合於尋求最
快邏輯運算速度之系統使用。而 MOS 電路係適合於元件密度高，且能源消耗低之系統使用。還有，CMOS 電路
所需求之能源最低，因此，適用於電源供應有限或預期發生冷卻問題之應用上。雙極性與 MOS 技術之間互補關
係，在 BICMOS 技術中更為顯著，因為該技術能結合雙極性所具備之速度與 CMOS 所具備之高整合性與低能源消
耗。
（II）混合積體電路。
此種積體電路係在已形成薄膜或厚膜電路的絕緣基片上組成之微電子電路，在製膜電路時，允許某些被動
元件（電阻器、電容器、電感器等）同時被生產出來。然而本節之混合積體電路，半導體必須安裝於晶粒
型式之表面上，不論是否裝於盒內或裝於盒內之半導體表面上（例如，特別設計之小型盒子）。混合積體
電路，可能也包含分開製造之被動元件，其依與半導體相同之方式裝入基本膜電路中。通常這些被動元件
是一組件，諸如電容器、電阻器、或電感器等，呈現晶粒之型式。
基片由數層，通常為陶瓷加熱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緊密之組合體組成，此乃本章章註 9（B）（b）中單一基片
之意義。
形成混合積體電路之組件，必須組合成事實上不可分開者，即雖然一些元件理論上能被分離及替換，但此
為一冗長及繁複之工作，在正常製造條件下將不經濟。
（III）多晶粒積體電路。
此種積體電路係包含二個或二個以上相互連接之單石積體電路，依其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地結合而成。不
論是否在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此種積體電路絕緣基片上，有無引線架，但不得含有其他主動或被動電路元件。
多晶粒積體電路通常配置型態如下：
- 二個或二個以上單石積體電路安裝成邊靠邊；
- 二個或二個以上單石積體電路安裝成上下堆疊；
- 由三個或三個以上單石積體電路同時用上述二種方式配置者。
此種單石積體電路相互連接結合為一個單一個體並且可能加以封裝或其他包裝。依其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
地結合而成。即雖然一些元件理論上能被分離及替換，但此為一冗長及繁複之工作，在正常製造條件下將
不符經濟效益。
多晶粒積體電路之絕緣基片可作成導電區域，這些區域可由特殊材料構成或形成特殊形狀來產生被動電氣
功能，其有別於由非分離電路元件產生之方法。在基片之導電區上，單石積體電路穩固地相互連接著，當
晶粒或晶模安置在底層之上時，此種基片亦可稱為插入片或間隔墊片。
單石積體電路以各種方法互相連接，例如用黏著、焊金屬線或覆晶（flip chip）技術。
（IV）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
其係為本章章註 9（B）（d）所指電路與元件結合而成之組件。
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係為由一個或多個單石、混合或多晶粒積體電路，與矽基感測器、致動器、振盪
器、共振器及其組合結合，或者與一個或多個執行第 8532、8533、8541 節物品或第 8504 節電感器等功能
之元件結合而成之一種組件。
只要符合第 85 章章註 9（B）（d）之條件，本類貨品可包括 MCOs 內另又含有 MCOs 之可能情形。
所有各別之單元（可交易買賣者），如其並非分類於第 85.32、85.33、85.04、85.41 節下，或其並不符矽基
感測器、致動器、振盪器、共振器之定義，包括其之組合，該等單元並不在 MCO 之定義範圍內（例如：
變壓器（第 85.04 節）或磁鐵（第 85.05 節））。
然而，其他元件，若其係為 MCO（或其 IC 封裝物）本質上或其必要之一部分，比如基片，無論其是否作
為印刷電路、金質導線或導電區域之功能，或基於構成及功能上所須，例如：壓模化合物件或引線架，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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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為 MCO 之零件/元件。
形成 MCO 之積體電路與元件，係藉由物理、電氣或光學上之相互連接而結合成單一個體(作為特殊或獨立
之技術單元存在，並具有一般連接外界如接腳、導線、錫球、基板、凸塊或焊墊等界面之一種元件)，不論
其在不在絕緣基片上，有無引線架，並且可能經由密封或其他方式加以封裝。
這些元件必須是依據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地結合而成，即雖然一些元件理論上能被分離及替換，但在正常
製造條件下此將不符經濟效益。
MCOs 時常是利用端點或導線安裝在支撐性載體(如印刷電路板(PCBs)或其他載板，像厚膜、薄膜、絕緣金
屬載板等)或是連接到電氣介面上。MCOs 的封裝體可由多種材料製造，有不同設計及形式，並能保護其免
於機械及環境之影響。
MCOs 具有不同特點（例如：封裝體可以是固質實心的，或有孔、窗或膜）或具有特定功能所必需之不同
附加物。MCOs 利用這些不同之特點及附加物，接收來自外界物理或化學量之輸入，並處理與矽基傳感測
器、致動器、振盪器、共振器相關之輸出資料。
其可以被使用於各種不同應用中，包括電腦、通信（例如，蜂巢式網絡電話）、消費電子、工業或汽車等
應用。
本節不包括僅由被動元件組成之薄膜電路（第 85.34 節）。
本節不包括固態非揮發性之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供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見第 85.23 節及本章
章註 5）。
。
。。

除了上述(II)、（III）及（IV）部中所述混合積體電路、多晶粒積體電路及多元件積體電路(MCOs)之結合物
（依其需求與目的不可分割）外，本節亦不包括藉由下列方式形成之組合體：
（a）安裝一個或更多個別組件於支持體上形成之組合體，例如藉由印刷電路；
（b）加裝一個或多個其他裝置，諸如二極體、變壓器、電阻器，至一電子微電路；或
（c）結合分離元件之組合體，或結合非屬多晶粒型或多元件型積體電路等電子微電路之組合體。
（d）一個或多個單石、混合、多晶粒或多元件積體電路與非屬本章章註 9（B）（d）所指元件之組合體（例
如：變壓器（第 85.04 節）或磁鐵（第 85.05 節））。
此類組合體分類如下：
（i）已構成完整機器或器具（或分類上視為完整者）之組合體歸入機器或器具適當之節。
（ii）其他組合體則依照機器零件之分類規定（特別是第十六類類註 2、（b）及 2、（c））。
此種情況特別是適用於有些電子記憶模組【例如，SIMMs(單線型記憶模組)及 DIMMs(雙線型記憶模組)】，這
些模組應依第十六類類註 2 辦理分類(見本章章註總則)。
。
。。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85.43-本章未列名但具有獨立功能之電機及器具。
8543.10-質點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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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3.20-信號產生器
8543.30-電鍍、電解或電泳用機器及器具
8543.70-其他電機及器具
8543.90-零件
本節包括之所有電氣用品及器具，係為未歸入本章任何其他節者，與未能較明確歸入整本其他各章之節者，
以及不為第十六類註解或本章章註所規定不得歸入本節者。較明確歸入其他各章之主要電氣製品係第八十四章之
電氣機器及第九十章之若干儀器及器具。
歸入本節之電氣用品及器具必須具有獨立之功能。第 84.79 節註解關於具有獨立功能之機器及機械用具之規
定，如以必要之變動後，得適用於本節之用品及器具。
歸入本節之大部分用品係以電氣製品或零件（電子管、變壓器、電容器、抗流器、電阻器等）組成而全以電
力操作者。但本節亦包括含有機械特性之電氣製品，惟以此項特性僅作為機器或用品電氣功能之輔助功能為條件。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特別是）：
（1）質點加速器，係供給高度動能予帶電粒子（電子、質子等）之裝置。
質點加速器主要係用於核子研究，但亦用於生產放射性物質，以及醫學或工業上之射線照相術，而供
某些產品等之消毒。
質點加速器通常為大型設備（可能重達數千噸），並含有分子來源、加速室、及產生高頻率電壓、流
量或放射頻率變化等之裝置，用以加速分子之進行。其可能含有一個或以上之目標。
達成質點之加速進行，聚焦及偏向，係由高壓或高頻率產生器供給之靜電或電磁裝置為之。加速器及
產生器常裝於防幅射之簾幕內。
歸入本節之質點加速器包括下列各項：
梵德格拉夫加速器、庫克格羅夫特及華爾頓加速器、直線加速器、迴旋加速器、貝他加速器、同步迴
旋加速器及同步加速器等。
貝他加速器及其他質點加速器特別適用於產生Ｘ光者，其於需要時能產生β線或γ線者歸入第 90.22 節。
（2）信號產生器。此種器具用以產生已知波形及大小之電氣信號，其頻率可被指定（如高頻或低頻）。本項目
包括（特別是）脈衝產生器，圖型產生器與掃描產生器（拂掠產生器）。
（3）礦藏探測器。係以儀器攜近金屬目的物時在器內磁流量所生之變化為根據。例如類似之探測器可用以探測
木桶內之菸草、食品、或木材等之外來金屬體，及測知埋於地下管子之位置。
（4）混波組，在錄音時用以混合二個或以上之微音器所發出之聲音；有時配備有擴大器。聲波混合器及等化器
亦歸入本節。但專供電影攝影機用之混波單元除外(第 90.10 節)。
（5）消音組，與錄音裝置聯合使用。
（6）備有電阻器之去霜器及去霧器，供飛機、船舶、火車或其他車輛之用者（腳踏車及機動車輛用者除外──
第 85.12 節）。
（7）同步器係數個發電機在同一電路發電時使用。
（8）電動礦坑雷管，含有一個以手操作之發電機及電容器。
（9）高或中頻率擴大器（包括計量擴大器及天線擴大器）。
（10）電鍍、電解、或電泳用機器及器具（不包括第 84.86 節之機器及器具及第 90.27 節之電泳儀器）。
（11）供一般工業用之紫外照射裝備。
（12）設計供非治療目的用之電氣臭氧產生及擴散器具，（例如，供工業用，供前述臭氧作用者）。
（13）電子音樂模組，供裝在多種不同的實用品或其他貨品上，例如：手錶、杯子及賀卡。此類模組通常由電子
積體電路、電阻器、揚聲器及水銀電池組成。其含有固定的樂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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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電子欄柵能源機。
（15）用於遙控電視接收機、錄影機或其他電氣設備之無線紅外線裝置。
（16）電氣發光裝置，通常成帶狀、板狀或面板狀，基本上係將電氣發光物質(例如硫化鋅)置於兩片導電體材料
夾層中間。
（17）數位飛行資料記錄器(飛行記錄器)，係具有耐火、耐衝擊之構造，用於飛行中連續記錄特定飛行資料之電
子器具。

本節不包括：
（a）掺雜半導體或平板材料用之離子植入器(第 84.86 節)；
（b）製造半導體晶圓、半導體裝置、電子積體電路或平板顯示器用之物理蒸著沉積器具(第 84.86 節)。
（c）智慧卡（包括近接感應卡/牌）詮釋於本章章註 5（b）之規定者（第 85.23 節）。

零件
除依據零件分類之一般規定（見第十六類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之零件亦分類於此。

85.44-絕緣（包括磁漆或陽極處理）電線、電纜（包括同軸電纜）及其他絕緣電導體，不論是
否裝有插接器；光纖電纜，由個別被覆之纖維製成，不論是否與電導體組合或裝有插接
器。
-繞線：
8544.11--銅製者
8544.19--其他
8544.20-同軸電纜及其他同軸電導體
8544.30-點火線組和其他車輛、航空器或船舶用線組
-其他電導體，電壓不超過 1000 伏特者：
8544.42--裝有插接器者
8544.49--其他
8544.60-其他電導體，電壓超過 1000 伏特者
8544.70-光纖電纜
本節包括絕緣之電線、電纜、及其他導體（例如，花線、扁條、棒）等用作電動機器，用具或裝置之導電體
者，根據此一規定，本節包括內部及外部工程用之電線（例如地下、海底或架空電線或電纜等）。此類貨物自細
小之絕緣線至較為複雜之粗纜不等。
非金屬導體亦包括在本節內。
本節物品由下列元件組成：
（A）導電體──可能為單股或多股，全部可以一種金屬或以數種金屬製成。
（B）一種或以上之被覆用絕緣材料──其目的為防止導電體漏電，及保護電線以免受損害。最常用之絕緣材料
為橡膠、紙張、塑膠、石棉、雲母、人造雲母、玻璃纖維紗、紡織紗（不論是否上蠟或經浸注者）、清漆、
磁漆、瀝青、油等。若干係以陽極處理或用類似方法使之絕緣（例如在表面產生一層金屬氧化物或鹽類）。
（C）若干則用一種金屬（例如鉛、銅、鋁、或鋼）作外鞘；此係用作絕緣性之保護外殼，作為氣體或油類之絕
緣性通道，或作為某些同軸電纜之補充導電體。
（D）亦有用金屬甲者（例如捲螺旋形盤鋼或鐵線或扁條），主要用以保護地下及海底電纜。
本節之絕緣電線、電纜等可能為下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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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單股或多股絕緣線。
（ii）以此種兩股或以上之絕緣線絞製者。
（iii）以此種兩條或兩條以上之絕緣線於同一絕緣外鞘內組合而成者。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油漆或磁漆線，通常極細，主要係捲線圈之用。
（2）經陽極等處理之線。
（3）通訊電線及電纜（包括海底電纜及資料傳輸用電線及電纜）一般係由一對、兩對股線或電纜芯線製成，此
整體通常包覆保護外層。一對或兩對股線係分別由二或四條絕緣線組成（每一條線係由單一銅導體以厚度
不超過 0.5 公厘之彩色塑膠材料為絕緣所製成），且分別絞繞在一起。電纜芯線係由單一對股線或雙對股線
或多束之對股線或雙對股線所組成。
（4）絕緣之架空電纜。
（5）供永久性長距離連接用之電纜，常備有通道以便填充絕緣氣體或油類。
（6）裝有防腐蝕用外鞘之地下裝甲電纜。
（7）供礦坑用之電纜；此項電纜具有縱長之鎧甲用以抵抗張力。
本節亦包括編織電線，以漆塗佈或插入絕緣外鞘內者。
此外本節尚包括絕緣扁條，通常用於大型之電動機器及控制設備。
電線、電纜等如已截成一定長度或在一端或兩端裝有插接器者（例如插頭、插座、突端、插口、套筒或端
子）仍歸屬本節。本節亦包括上述之線、纜等組成之組件（例如連接機動車輛之火星塞與分電盤用之多線電纜）。
本節也包括光纖電纜，其由各別被覆之纖維組成，不論是否與電導體組合或裝有插接器。其被覆層通常具
有不同顏色，以便在電纜兩端識別纖維之用。光纖電纜主要用於遠距離通訊用，此因其傳遞資料之能力遠大於電
導體。
本節不包括裝於絕緣材料中歸於第 85.16 節；第 85.36 節之光纖、光纖束或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之電熱電
阻器（例如繞於玻璃纖維或石棉核心上成螺旋形之特殊合金線）。

85.45-碳電極、碳刷、燈碳極、電池碳極及其他電氣用石墨或碳製品，不論是否附有金屬。
-電極：
8545.11--電爐用
8545.19--其他
8545.20-碳刷
8545.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石墨或其他碳製品，自其形狀、體積及在其他方面可識別係供電氣之用，不論是否附有金屬者。
通常此類製品係以一種組成份用擠壓或模造（通常壓力下）及加熱處理而得；此項組成除基本之成份（天然
碳、碳黑、氣體碳、焦碳、天然或人造石墨等），及必需之黏合劑（瀝青、柏油等）外，可能亦含有其他材料如
金屬粉。
歸入本節之製品，有些可能用電解或噴射法塗佈（例如用銅）藉以增加其導電率及減少消耗率。此類物品即
使裝有小孔、端子或其他連結用品者仍歸屬本節。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A）供融爐用之碳電極。
通常成圓筒形或桿形，有時可在兩端加陰或陽螺紋，以便旋於位置上。
（B）熔接碳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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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成桿形。
（C）電解用之碳極。
可能成板形、條形（包括截面為三角形之棒），圓筒形等。係設計裝或吊於電解槽中，以及因作此種
用途而增加之配件諸如鉤或環。某些類型者，可能穿孔或刻溝，以便消除使用時在其上形成之氣體。
（D）碳刷
用作發電機、馬達等之滑動接觸點，作為電動火車頭等之集電器等。雖亦有直接以鑄模所造成，大多
數則以第 38.01 節註解所述之碳塊或碳板切成。其大小均甚準確，而其表面則用機器極小心製造，故其公差
僅為一公釐之數百分之一而已。因此從其大小、形狀及精密修飾之表面可加以識別；甚多亦可能全部或部
分加以金屬塗佈或裝配連結器（托架、電纜、端子、彈簧等）。
此類碳刷可能屬於第 38.01 節註解所述之任何等級者，或可能含有銀者。
但本節不包括外表塗敷一層石墨滑劑之金屬刷（第 85.35 或 85.36 節）。
碳刷夾持器（不論是否已與碳刷配備）按機器零件分類（例如第 85.03 節）。
（E）弧光燈或其他燈碳極
弧光燈碳極通常成桿或鉛筆狀；有時具有一特殊成份之核心，藉以改進弧光之穩定及提供高強度之燈
光，或予火燄以一種特殊之顏色。本節亦包括供電阻燈用之碳絲。
（F）電池碳極
依照用於何種型式之電池，此種碳極可能成桿、板、管等之形狀。
（G）微音器之碳極部分
可能以圓盤或其他可識別之零件組成。
（H）其他石墨或碳製品，諸如：
（1）供連接融爐極用之連結件（乳頭狀）。
（2）整流管用之陽極、柵極及屏極。
（3）電熱電阻器，成桿狀、條狀等，供各種加熱器具之用者。
（4）供自動電壓調整器用之電阻盤及板。
（5）其他接觸器或碳電極。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a）粉狀或粒狀之石墨或其他碳（第三十八章）。
（b）碳電阻器（第 85.33 節）。

85.46-各種材料製電絕緣體。
8546.10-玻璃製
8546.20-陶瓷製
8546.90-其他
本節之絕緣體係固定、支持或引導電流之導體之用，同時使之彼此或與地面等電絕緣。本節不包括電動機械、
用具或設備之絕緣配件（絕緣體除外）；此類配件如全部以絕緣材料組成者（模造時僅供裝配用之少許金屬配件
不計），歸入第 85.47 節。
絕緣體之大小通常與電壓有關（大者供高電壓，較小者供低電壓用）。同樣地，各種絕緣體之形狀係受電氣、
熱量及機械因素所影響。其外表須光滑，以免非絕緣材料諸如水、鹽、塵土、氧化物及之聚積成層。絕緣體常成
鈴形、手風琴形、裙形、凹槽形、圓筒或其他形狀。若干型式者係經某種構造俾於安放時可容納油類，以免表面
為導電材料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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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緣體可用任何絕緣材料製成，通常甚硬且無氣孔，例如陶瓷材料（瓷、滑石）、玻璃、鎔化之玄武岩、硬
質橡膠、塑膠及混合之絕緣材料。可能含有固定裝置（例如金屬托架、螺絲、螺栓、夾子、邊帶、吊索、別針、
十字條、便帽形、桿、吊鉗及載鉗）。裝有金屬角或保護盾或其他裝置而形成避雷器之絕緣體除外（第 85.35 節）。
絕緣體係用於戶外電纜，例如遠距離通訊、電力網、電力牽引系統（鐵路、電車、無軌電車等），亦可用於
戶內設備或若干機器與用具。
歸入本節之絕緣體包括下列各項：
（A）懸架形絕緣體，諸如：
（1）吊鏈絕緣體。主要用於戶外電路網上，係由數種絕緣元件所組成。導電電纜或電線係固定於組合物之
底部，並懸於適當之支架上（鐵塔臂、吊架電纜等）。
吊鏈絕緣體包括下列各項：便帽形及頭罩形絕緣體；雙裙絕緣體；鏈環絕緣體，及環桿絕緣體。
（2）其他懸架絕緣體（例如成球形、鈴形、滑車形等絕緣體）之供鐵路高架線、無軌電車、起重機等用者；
或供天線用者。
（B）硬式絕緣體。
可能裝有支持物（例如金屬鉤、別針及其類似品）；或可能無支持物，但擬裝於電線桿電報桿等上，
或用釘、螺絲、螺栓等裝於牆壁、天花板、地板等上。備有固定支架之絕緣體可能由兩種或以上之元件製
成；無固定支架之絕緣器常係單一元件。此種絕緣體可能有多種不同之形狀（例如鈴形、圓椎形、圓筒形、
鈕扣形或滑輪形）。
（C）引入式絕緣體。
係用以引入電纜或電線通過牆壁等。其形態不同（例如圓椎形或雙圓椎形絕緣體、圓盤形絕緣體、套
筒、管狀及彎管狀）。
本節不包括絕緣電導管及其接頭（第 85.47 節）。

85.47-電氣機器、用具或設備用之絕緣配件，此種配件全部係絕緣材料製成，包括絕緣配件在
模造過程中使用少許金屬（例如：螺紋孔）以供裝配之用者，但第 85.46 節電絕緣體除外
；具有絕緣材料襯裡之卑金屬導管及接頭。
8547.10-陶瓷製絕緣配件
8547.20-塑膠製絕緣配件
8547.90-其他
（A）電氣機器，用具或設備用之絕緣配件，此種配件全部係絕緣材料製成，包括絕緣配件
在模造過程中使用少許金屬（例如：螺紋孔）以供裝配之用者，但第 85.46 節電絕緣體除外
除屬於第 85.46 節之絕緣體不包括在內外，本組包括一切電氣機器、用具或器具所用之絕緣配件，如：
（i）全部以絕緣材料製者，或除絕緣材料（例如塑膠）外尚有任何小量金屬配件者（螺絲、螺紋插座、套筒
等），僅在模造過程中供裝配之用。
及（ii）係設計供絕緣之用，縱使同時具有其他功能（例如保護）者。
大體上本組之配件係以原料經模造或鑄造、或鋸、切或其他方法製成。可經鑽洞，加製螺紋、銼、刻凹槽等。
此種配件得以任何絕緣材料製成（諸如玻璃、陶瓷、滑石、硬質橡膠、塑膠、浸注樹脂之紙張或紙板、石棉水泥
或雲母）。
此種配件可能有各種形態。本組包括下列各項：蓋、基座、及開關、電路斷路器等其他零件；保險器之基座
及支架；燈頭環及其他零件；電阻器或線圈之捲型；未裝端子之連接帶及外殼；供線軸及各種捲線之核心、火星
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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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雖全部由絕緣材料製造（或除僅供裝配時略用金屬外，絕大部分為絕緣材料所製成）但未經特別
構造供絕緣用之配件，諸如供蓄電池用之容器，外蓋及隔板（第 85.07 節）。

（B）卑金屬電氣導管及其接頭以絕緣材料襯裡者
本組包括金屬管，於永久性電氣設備（例如屋內線路）內供電線之絕緣及保護用，但以其內部以絕緣材料襯
裡者為限。通常作同樣用途之未絕緣金屬管除外（第十五類）。
本組之管係以螺旋形金屬條捲於絕緣材料製之內管上而成，或係以絕緣材料塗佈或襯裡於硬金屬管（常為鋼
鐵）內面。絕緣材料可能為電氣絕緣之清漆、紙張、紙板、橡膠、塑膠等。簡單地塗有清漆以防腐蝕之金屬管除
外（第十五類）。
本組亦包括供連接屬於本節管子之接頭，但以其係卑金屬製並以絕緣材料塗佈或襯裡者為限（例如直式接
頭、肘管、Ｔ型接頭及十字型接頭）。
裝有端子供電氣連接用之接頭，例如Ｔ型接頭、十字型接頭等除外（第 85.35 或 85.36 節）。
本節亦不包括全部為絕緣材料（例如橡膠、塑膠、編織之紡織紗或玻璃纖維紗）之管；除了屬於第 85.46 節
之絕緣體外，應依照其組成材料分類。

85.48-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
本章未列名之機器及器具之電氣零件。
8548.10-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
電池。
8548.90-其他。
（A）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
本節包括如本章章註 10 所定義之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廢料及碎屑以及耗損原電、耗損原電池組及
耗損蓄電池。
上述產品大致可鑑別為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製造過程所產生，或由於該物品破裂、磨損或其他原因
確無法使用或因無法再充電而廢棄者及其碎屑。
此類產品通常以買賣型態交易，其來源一般係原電池、原電池組及蓄電池之製造廠商；也有來自廢料商其向
製造商購買之廢料及碎屑；及來自蒐集並拆卸蓄電池及蒐集原電池及原電池組之業者。
電池組製造商所買賣者，可能由大部分正極板與少數負極板；或者大部分負極板與少數正極板；正極板與負
極板之混合比例相當者；半組合之元件（例如由負極板與正極板以織品「隔板」隔離而成捲盤狀之捲軸）所組成。
此項捲軸亦可能已組合裝入容器內。亦可能與無法使用之瑕疵品電池混合在一起。
由老舊電池組拆卸或回收之寄售品含有正極板及負極板，不論有無成包、板狀、或捲盤狀之隔板等之混合。
耗損原電池、耗損原電池組及耗損蓄電池之通常利用係以回收金屬（鉛、鎳、鎘等）等成份或其礦渣為目的。
耗損蓄電池通常已將電解質除去，顯出磨損狀況。

（B）本章未列名之機器或器具之電氣零件
本節亦包括所有機器或器具之電氣零件，但下列者除外：
（a）專用或主要用於某一特定機器或器具者。
（b）包括於本章先前各節之零件或十六類註 1 規定除外者。
因此本節包括之貨品係可識別為機器或器具之電氣零件，但非某一特定機器或器具之零件，且其裝有電氣連
接器、絕緣部分、線圈、接點或其他明確之電氣元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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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類註：
1.─本類不包括第 95.03、95.08 節之貨品及第 95.06 節之各種滑水、雪橇及類似品。
2.─所稱「零件」及「零件及附件」，不適用於下列物品，不論其是否可識別為本類貨品之零件或附件：
（a）接合墊、墊圈及類似品（各依其質料分類或歸入第 84.84 節）或其他硫化橡膠製品，不包括硬化橡膠（第
40.16 節）；
（b）第十五類類註２所稱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或類似之塑膠製品（第三十九章）；
（c）第八十二章之貨品（工具）；
（d）第 83.06 節之貨品：
（e）第 8401 至 8479 節之機器、器具或其零件，不包括供本類貨品使用之散熱器；第 8481、8482 節貨品或第
8483 節構成引擎或馬達必須之貨品；
（f）電機及其設備（第八十五章）；
（g）第九十章之貨品；
（h）第九十一章之貨品；
（ij）武器（第九十三章）；
（k）第 94.05 節之燈及照明裝置；
（l）用作車輛零件之刷子（第 96.03 節）。
3.─第八十六至八十八章所稱「零件」或「附件」，非指不適於各該章物品內專用或主要用途者。凡零件或附件
可歸入各該章內兩個或以上節時，應按其中與零件或附件之主要用途相當之節分類。
4.─本類：
（a）可行駛於道路及軌道上之特殊構造車輛歸入第八十七章適當之節；
（b）水陸兩棲機動車輛歸入第八十七適當之節；
（c）可兼作道路車輛用之特殊構造航空器歸入第八十八章適當之節；
5.─氣墊運輸工具應依下述方式歸入本類內與其最接近之運輸工具：
（a）如設計供在軌道上行駛者（空中轉車）應歸入第八十六章；
（b）如設計供在陸地或同時在陸地或水面行駛者，應歸入第八十七章；
（c）如設計供在水面行駛，不論是否能登陸灘頭，駛上棧橋或在冰上行駛者，應歸入第八十九章。
氣墊運輸工具之零件及附件，比照上述氣墊運輸工具之分類方法分類。
空中轉車之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比照鐵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分類。空中轉車運輸系統之信號、安全或交
通控制設備，比照鐵道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分類。

總

則

(Ⅰ) 本類之一般範圍
本類包括各種火車及空中轉車（第八十六章），其他陸上車輛，包括氣墊車輛（第八十七章），飛機與太空
船（第八十八章）及船舶、小舟、氣墊船、浮動結構物（第八十九章），但不包括下列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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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某些機動式機器（見下述第(Ⅱ)項）。
（b）第 90.23 節之示範用模型。
（c）玩具、若干冬季運動設備以及遊樂場所用車輛。本類不包括下述，例如：兒童用之玩具腳踏車（兩輪腳踏車
除外）、腳踏汽車等，玩具船與玩具航空器（第 95.03 節）；連橇雪車（bobsleighs）、平底雪橇與其類似物
（第 95.06 節）；碰碰車（第 95.08 節）。
此外，本類尚包括與之有關聯之專用運輸設備，諸如經特殊設計及裝備之貨櫃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之用
者，若干火車及電車之設備及固定裝置，以及機械式（包括電氣機械式）號誌設備（第八十六章）及降落傘，航
空器起飛裝置，艙面攔截鉤或其類似裝置及地面飛行訓練器（第八十八章）。
根據下列第（Ⅲ）項之規定，本類亦包括第八十六至八十八章之車輛、航空器等之零件及附件。

(Ⅱ) 自走式或其他活動機器
甚多之機器或設備（尤其歸入第十六類之類型者）可裝於本（第十七類）之汽車底盤或浮動基座上；因此而
成之活動機器其分類視各種不同因素，尤其基座之類型而決定。
例如所有活動機器裝於浮動基座上者（例如，起重機、挖泥船、穀物提升船等）歸入八十九章。裝於第八十
六及八十七章之汽車底盤上之設備因而形成活動機器者，於分類時應參閱第 86.04、87.01、8705、87.09 或 87.16
等節之註解。

(Ⅲ) 零件及附件
應予注意者，第八十九章對於船舶、小舟或浮動結構物之零件（船體除外）或附件並未設有規定。因此，此
種零件及附件，即使可認定屬於船舶者，亦歸入其他章之相應項節內。本類其他各章對於車輛、航空器或相關設
備之零件及附件均有分類規定。
尚須注意者，本類各節僅適用於下列三項條件全部符合之零件或附件：
（a）非本類類註 2 規定不列入本類之貨品（見下列（A）節）；及
（b）必須為專用或主要用於第八十六至八十八章中之物品（見下列（Ｂ）節）；及
（c）必須未更明確歸入其他節者（見下列（C）節）。
（A）第十七類類註 2 中，未予列入之本類零件及附件。
本註不含下列零件及附件，不論其是否可認定為本類之貨品：
（1）任何材料（依其構成材料分類或歸入第 84.84 節）製之接合墊、密合墊、墊圈及其類似品，及除硬質
橡膠以外之其他硫化橡膠製品（例如，擋泥板襟翼及踏板罩）（第 40.16 節）。
（2）第十五類類註２規定之一般用零件。例如：纜和鏈（不論是否剪成一定長度或裝有尾端配件者，惟適
合第八十七章機動車輛用之煞車器纜、加速器纜或類似纜除外）、釘、螺栓、螺帽、墊圈、梢栓及開
口梢、彈簧（包括車輛用片狀彈簧）（此類卑金屬製之貨品列入第七十三至七十六章及七十八至八十
一章，而塑膠製之類似製品則列入第三十九章）；車廂用之鎖、配件或裝備（例如：已製成之裝飾珠
帶、鉸鏈、門柄、閂桿、腳凳、開窗機械）；數字牌、國籍牌等（此種物品之卑金屬製成品列入第八
十三章，而塑膠製之類似品則列入第三十九章）。
（3）第八十二章之扳鉗、扳手及其他工具。
（4）第 83.06 節之鈴（例如，腳踏車用者）及其他物品。
（5）第 84.01 至 84.79 節之機器、機械用具及其零件，例如：
（a）鍋爐及鍋爐設備（第 84.02 或 84.04 節）。
（b）爐煤氣發生器（例如，車用者）（第 84.05 節）。
（c）第 84.06 節之水蒸氣渦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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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各種引擎，含裝有齒輪箱之引擎及其零件，均列入第 84.07 至 84.12 節。
（e）幫浦、壓縮機及風扇（第 84.13 或 84.14 節）。
（f）空氣調節器（第 84.15 節）。
（g）發射、散播或噴霧液體或粉末用之機械用具；滅火器（第 84.24 節）。
（h）起重、搬運、裝卸機器（例如，起重機、人字起重機、千斤頂）；泥土、礦物等之移動、鏟平、
推平、刮削、挖掘、搗固、緊固、抽取或鑽洞等用之機械（第 84.25、84.26、84.28、84.30 或 84.31
等節）。
（ij）第 84.32 或 84.33 節之農業用機械供裝於車輛上用者（例如：打殼、播種、刈草等用之附屬設備）。
（k）第 84.74 節所述之機械。
（l）第 84.79 節之擋風板雨刷機構。
（6）第八十四章中之若干貨品，例如：
（a）栓塞、旋塞、閥及類似用具（例如，散熱器排水栓塞、內胎閥等）（第 84.81 節）。
（b）滾珠軸承或滾針軸承（第 84.82 節）。
（c）引擎或發動機之內部零件（曲柄軸、凸輪軸、飛輪等），列入第 84.83 節者。
（7）屬於第八十五章之電氣機械或設備，例如：
（a）第 85.01 或 85.04 節之電動機、發電機、變壓器等。
（b）第 85.05 節之電磁鐵、電磁離合器、煞車器等。
（c）第 85.07 節之蓄電池。
（d）火花點火或壓縮點火內燃引擎用之電氣點火或起動設備（火星塞、起動馬達等）（第 85.11 節）。
（e）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之電氣照明、信號、擋風板雨刷、除霜、除霧等之設備（第 85.12 節）；其
他車輛（例如，火車）、飛機或船舶用之電氣信號裝置（第 85.31 節）；及供此類其他車輛、飛
機或船舶用之電氣去霜器或去霧器（第 85.43 節）。
（f）汽車、火車、飛機等用之電熱設備（第 85.16 節）。
（g）麥克風、擴音及聲頻擴大器（第 85.18 節）。
（h）無線電發射機及接收機（第 85.25 或 85.27 節）。
（ij）電容器（第 85.32 節）。
（k）電氣牽引車用之電桿架及其他電流收集器，及第 85.35 或 85.36 節之保險絲、開與其他電氣用具。
（l）燈絲電燈泡及放電式燈泡，包括密閉式光束燈泡組（第 85.39 節）。
（m）其他電氣配件，諸如絕緣電線與電纜（包括電線組）及石墨或其他碳材製之電氣製品，不論有
無接頭者；絕緣體、絕緣配件（第 85.44 至 85.48 節）。
（8）第九十章之儀器及器具，包括用於若干車輛者，諸如：
（a）照相機或電影攝影機（第 90.06 或 90.07 節）。
（b）航行儀器及用具（第 90.14 節）。
（c）供醫療、外科、牙科或獸醫等用之儀器及用具（第 90.18 節）。
（d）使用Ｘ─光線照射之裝置及其他用具（第 90.22 節）。
（e）壓力計（第 90.26 節）。
（f）轉數器、出租汽車計費表、速率指示器、轉速計及其他儀器與用具（第 90.29 節）。
（g）計量或檢查儀器、器具及機器（第 90.31 節）。
（9）鐘（如儀表盤鐘）（第九十一章）。
（10）武器（第九十三章）
（11）燈具及照明裝置（例如，飛機或火車之頭燈）（第 94.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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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刷（例如，道路清潔車用者）（第 96.03 節）。
（B）專用或主要用途之標準。
（1）可歸入第十七類與其他類別兩者之零件及附件。
根據類註３之規定，零件及附件不適合專用或主要用於第八十六至八十八章之物品者，不列入各
該章別。
因此，類註３乃意指凡零件或附件可列入第十七類，亦可列入其他一類或以上者，而其最終之分
類則視其主要用途予以決定。故用於第八十四章甚多活動機器上之轉向齒輪、制動系統、車輪、擋泥
板等，事實上與用於第八十七章之卡車上者相同，但其主要用途係用於卡車上，因此歸入本節。
（2）可列入本類兩個或兩個以上節之零件及附件。
某些零件及附件適合用於一種交通工具以上（汽車、航空器、機車等）者；諸如制動器、轉向系
統、輪、軸等。此等零件及附件應按其主要用於何種交通工具上而分類。
（C）更明確地列入整本其他節之零件及附件。
零件與附件雖可認定係供本類物品之用，但如已更明確地列入本分類其他節者，則不列入本類，例如：
（1）除硬質橡膠以外之硫化橡膠之定型，不論其是否已切成一定長度者（第 40.08 節）。
（2）硫化橡膠製之輸送帶（第 40.10 節）。
（3）各種橡膠輪胎、可替換之輪胎面、輪胎襯帶及內胎（第 40.11 至 40.13 節）。
（4）以皮革、組合皮或硬化纖維等製造之工具袋（第 42.02 節）。
（5）腳踏車或汽球用網（第 56.08 節）。
（6）拖繩（第 56.09 節）。
（7）紡織地毯（第五十七章）。
（8）無框安全玻璃，以強化或膠合玻璃組成，不論已否截切成形者（第 70.07 節）。
（9）後視鏡（第 70.09 節或第九十章──見相關之註解）。
（10）未加框之汽車前燈用玻璃（第 70.14 節），及第七十章之一般物品。
（11）速率指示器、轉數計等用之可彎曲軸（第 84.83 節）。
（12）第 94.01 節之車用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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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章
鐵路或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
鐵路或電車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與零件；
各種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章註：
1.─本章不包括：
（a）木製或混凝土製之鐵道或電車道軌枕，或混凝土製之空中轉車導軌（第 44.06 或 68.10 節）；
（b）第 73.02 節之鐵道或電車道鋼鐵建材；
（c）第 85.30 節之電動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
2.─第 86.07 節適用範圍，包括下列各項：
（a）軸、輪、輪組（運行裝置）、金屬輪胎、箍、轂及其他車輪之零件；
（b）樑架、底架、轉向架及雙轉向架；
（c）軸箱、制動裝置；
（d）車輛緩衝器、掛鉤及其他聯結裝置及走廊聯結裝置；
（e）客車裝備。
3.─除上列章註 1 規定外，第 86.08 節適用範圍包括下列二項：
（a）已裝成之軌道、轉車檯、月臺緩衝器、裝載計量器；
（b）信號標、機械信號盤、平交道控制器、信號及指示控制及其他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信號、安全或交
通控制設備，供鐵路、電車道、公路、內陸水道、停車場、港口設備或機場使用，不論是否裝有電力照
明裝置。

總

則

本章包括供任何種類之鐵路或電車道（包括窄軌鐵道、單軌鐵道等）用之機車頭、車輛及其零件，以及軌道
之若干固定裝置與配件。亦包括經特別設計及裝配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用之貨櫃，以及作各種交通（包括供停
車設施用者）號誌、安全或交通控制用之機械式（含電子機械式）設備。
本章全文中，所稱「鐵道」及「電車道」不僅意指使用鋼軌之傳統式鐵道及電車道，亦含類似軌道系統如磁浮式
或混凝土軌道者。
各該貨品分類如下：
（A）各種自動式鐵道車輛，如機車裝有發動機之火車或電車、軌道車（第 86.01 至 86.03 節）。第 86.02 節亦包
括各種煤水車。由兩種動力操作之機車，按其所用之主要動力類別而分類。
（B）鐵道或電車道維護或服務用車輛，不論是否為自動式者（第 86.04 節）。
（C）各種拖車（火車或電車之載客車廂與行李車、敝篷車、鐵篷車及貨車等）（第 86.05 及 86.06 節）。
（D）鐵道或電車道機車與車輛之零件（第 86.07 節），及鐵道或電車道之固定裝置與配件，以及用以標示或控制
路況、軌道或其他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等行駛之機械式（含電子機械式）設備（第 86.08 節）。
（E）經特別設計及裝配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用之貨櫃（第 86.09 節）。
本章亦包括設計行駛於軌道上之氣墊車（氣墊火車）及其零件，以及氣墊火車車軌之固定裝置、配件及供氣
墊火車運輸系統用之機械式（含電子機械式）號誌、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見第十七類類註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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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或未完成之車輛，如具有與其相當之完整或完成車輛之主要特性者，則比照後者分類。此類車輛包括下列
各項：
（1）未裝置動力設備、計量儀器、安全用具或服務設備之機車及機械化鐵道或電車車輛。
（2）未裝置座位之載客用車。
（3）已裝置吊板及車輪之貨車車架。
反之，未裝於車架上之裝有動力之鐵道或電車道車體、鐵篷車或貨車或煤水車等之車體，應比照鐵路或電車
機車及車輛之零件分類（第 86.07 節）。
本章不包括：
（a）專供示範用之鐵道車輛之模型（第 90.23 節）。
（b）裝於鐵道貨車上之重砲（第 93.01 節）。
（c）玩具火車（第 95.03 節）。
（d）專供遊樂場迴轉檯或其他遊樂場之娛樂設備，而不構成鐵道車輛之用者（第 95.08 節）。

86.01-鐵道機車，外來電源或蓄電池供電者均在內。
8601.10-外來電源供電者
8601.20-蓄電池供電者
本節包括各種電力機車，其所需電力由車內之強力蓄電池供應，或得自外界之導體，如軌道或架空電纜。

86.02-其他鐵道機車；煤水車。
8602.10-柴電機車
8602.90-其他
（A）機車
本節包括所有類型之機車（第 86.01 節之以蓄電池或外來電源發動者除外），不論其裝設何種動力設備（蒸
汽機、柴油引擎、燃氣輪機、汽油引擎、氣力引擎等）者。
此類機車包括下列各項：
（1）柴油機車計有下列三種：
（a）柴油電力機車：以柴油引擎驅動發電機發電，進而供電原動機驅動車輛行駛者。
（b）柴油液壓機車：用液壓系統將柴油引擎之動力傳輸至車輪者。
（c）柴油機動機車：柴油引擎之動力經由離合器或流體飛輪與齒輪箱傳至車輪者。
（2）各種蒸汽機車，包括以電力驅動之渦輪機車、箱型機車及無火機車，例如裝有蒸汽及無火機車，例如裝有
蒸汽貯存筒以取代鍋爐而直接由工廠供應蒸汽之機車。
*
**

本節尚包括若干調節動力之機車，無承載輪，僅有兩個傳動軸。主要用在車站或調度鐵篷車及用於工廠專用
支線上者。

（B）煤水車
煤水車係屬車輛，與蒸汽機車連結以攜帶鍋爐所需之水與煤料。主要由裝於二軸或多軸上之車架及包括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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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槽和煤倉或油槽之金屬板上層結構物。
*
**

在公路和軌道上行駛兩用之牽引車除外（第 87.01 節）。

86.03-自力推進之鐵道或電車道用客車、貨車及敞車，第 86.04 節所列者除外。
8603.10-外接電源供電者
8603.90-其他
自力推進式鐵道或電車道用之客車、敞篷車及鐵篷車其相異於機車，除因前者裝配有動力設備之外，亦設計
用以載乘旅客與貨物。此類車輛設計可單獨行駛，或與同型一輛或多輛聯結，或一輛或多輛拖車聯絡使用。
此類車輛主要特徵係於車體一端或兩端或在中央之上方（駕駛台）設有控制室。
屬於本節自力推進式之各種車廂、敞篷車及鐵篷車包括下列各項：
（A）電力推進車廂。經由固定外電源輸入電能如用架空電纜，其電源係經集電弓或觸輪引入；或用第三個軌道，
經裝於承載輪上之蹄狀集電器引入。
電車車廂，有時利用二條放於槽溝軌道內之導電軌，而電流係經由稱為「犁」（Plough）之特殊設備引
入。
（B）軌道車。即自給式車輛由自身之動力推動者，並裝有柴油機或其他內燃機等。
軌道車有者裝有實心或充氣輪胎，有者則為齒軌輪。
（C）用蓄電池之自力推進式車輛。
本節亦包括電磁迴轉儀軌道車輛。此種系統之原理為將快速迴轉飛輪所生之動能加以累聚，再藉發電
機產生電流傳送至驅動馬達。此類系統其範圍有限，但能用於輕便軌道車或電車上。
但應注意，本節不包括公路機動車輛僅變更其車輪，鎖定其轉向盤，且動力設備維持不變而改成為鐵
道車輛者（第 87.02 節）。

86.04-鐵道或電車道之維護或工務用車，不論是否自力推進者（例如：工場車、吊車、碎石搗
舂車、舖軌車、試驗車及軌道查道車。
本節包括之車輛係專供裝置、服務、維護鐵路與軌道沿線結構物之用者，而不論是否為自動式者。
本節包括：
（1）工作鐵篷車及敞篷車，裝有工具、工具機、發電機、升高機（千斤頂、起重機等）、焊接設備、鏈、纜等
者。
（2）救援車及其他起重車；機車或客車之吊車；吊軌或舖軌之起重車；在月台上裝卸用之起重車。
（3）絞車。
（4）敞篷車，附裝特殊設備用以篩碴或砸道。
（5）敞篷車，裝有水泥攪拌機供舖設軌道用者（供電纜塔等之基底之用）。
（6）校正地磅刻度用之敞篷車。
（7）搭架貨車，供裝設及保養電纜之用者。
（8）鐵篷車、噴射除草劑之用者。
（9）軌道（尤其軌墊）維護用之自動式車輛，其裝有一台或一台以上之引擎，不僅供給車上之工作機器動力（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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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舖設機、砸道機等），及在工作中推動車輛，亦可於工作機器不使用時像自動車般沿軌道快速前進。
（10）附裝特別設備之鐵路檢查車，如檢查引擎、剎車之自動儀器（例如，計量道路負荷、檢查鐵軌、鐵軌基座、
橋樑等之缺陷）；及鋼軌檢查車，在行駛時用以紀錄鋼軌之任何不正常情況者。
（11）機械推動之查道車，包括供鐵路人員作軌道維護用之鐵道馬達車在內。通常裝有內燃機，可自動推動，沿
軌道搭載或置放維修人員及材料之快速車輛者。
（12）非機械推動之查道車，包括供鐵路檢查人員用之鐵軌車（例如，以手或腳推動之類型）。
*
**

裝於簡單輪架但非真正之鐵道或電車道車架上（因此不能成為真正鐵路或電車車輛）之機器、計量儀器及其
他設備，不得歸入本節而應歸入其他更明確之節別（第 84.25，84.26，84.28，84.29，84.30 節）。

86.05-非自力推進者鐵道或電車道客車，非自力推進者行李車、郵務車與其他特種目的之鐵路
或電車道用車（第 86.04 節所列者除外）。
本節包括一組非自力推進式鐵路車輛（含電車路拖車及鐵路纜車在內），通常聯接於客車者。
本節包括：
（1）各種客車，包括臥車、餐車、頭等客車、遊樂車（經特殊裝飾以供娛樂、跳舞等用者）。
（2）鐵路纜車。
（3）電車路拖車。
（4）在地下運輸礦工之專用車。
（5）鐵路人員起居用車。
（6）行李車、客貨混合車。
（7）流動郵政車。
（8）救護車、醫務車、Ｘ光檢查車或類似之車輛。
（9）囚車。
（10）裝甲車。
（11）特別附設無線電或電報設備之客車輛。
（12）附設儀器、機器或一定比例製成模型之訓練車（訓練員工用車）。
（13）展覽車。

86.06-鐵道或電車道用之各種貨車，非自力推進者。
8606.10-罐體車及類似品
8606.30-自力卸貨車，第 8606.10 者除外
-其他：
8606.91--覆蓋式及密閉式
8606.92--敞車，其固定車邊高度超過 60 公分者
8606.99--其他
本節包括在鐵路網上（任何軌距者）運送貨物用之車輛；及在礦場、建築工地、工廠、倉庫等處以鐵路運送
物品用之小型車輛。一般而言，其與真正貨車之差別在無彈簧裝置。
除敞篷車及貨車（平台車、傾卸車等）及鐵篷車包括在內外，本節亦包括下列各種特殊形式之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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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箱型篷車及其類似車（例如，儲藏車、桶式篷車）。
（2）密封或冷藏式鐵篷車及敞篷車。
（3）自動卸貨車（傾卸貨車、漏斗貨車等）。
（4）運送笨重物件用之平台車。
（5）運木車。
（6）裝配石料等之儲藏車，用以運送化學藥品之儲藏車。
（7）運馬車箱。
（8）雙層貨車（例如，運送車輛用者）。
（9）具有特殊設備運送活家畜及活魚用之鐵篷車。
（10）運載其他貨車之平台貨車。
（11）各種窄軌貨車。
（12）採礦車。
（13）運送鋼軌、鋼樑等用之吊運車。
（14）運送鐵路拖車用之裝有軌道之貨車。
（15）專供運送高放射性物質用之鐵篷車及貨車。
「公路─鐵路」拖車，設計由裝有導軌之特種貨車運送者除外（第 87.16 節）。

86.07-鐵道或電車道機車或車輛之零件。
-轉向架、雙轉向架軸與輪及其零件：
8607.11--驅動轉向架及雙轉向架
8607.12--其他承載輪及雙承載輪
8607.19--其他，包括零件
-煞車器及其零件：
8607.21--氣動煞車器及其零件
8607.29--其他
8607.30-掛鉤及其他聯結裝置、緩衝器，及其零件
-其他：
8607.91--機車用
8607.99--其他
本節包括鐵道或電車路機車之零件，惟該項零件須符合下列兩條件：
（i）可識別係適合專用或主要用於上述車輛者；
（ii）不得被第十七類類註條款排除在外者。
根據此項條件，歸入本節之鐵路或電車路機車或車輛之零件包括下列各項：
（1）承載輪，裝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輪軸者；及雙承載輪，以僅有一軸之骨架組成者。
（2）直軸或曲軸，已裝成或未裝成者。
（3）輪及其零件（輪心、金屬輪箍等）。
（4）輔箱，亦稱之滑油或滑脂箱及其零件（例如，軸箱體）。
（5）各種制動裝置，包括：
（a）手剎車，由每部車輛直接控制者（槓桿及螺旋式剎車）。
（b）連續剎車，統一控制火車每節車廂。此類剎車包括氣壓與真空式剎車。
（c）制動裝置之零件，包括剎車蹄片、汽缸、槓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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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緩衝器。
（7）聯結裝置（例如，掛鉤、螺旋型或鏈型、牽桿型）；有些聯結裝置為自動式者。
（8）框架及其零件（縱樑、橫樑、軸箱導架等）；鑄造之整塊框架。
（9）列車聯接器及聯接平台。
（10）車體（未裝於車架上者），供自動式或非自動式鐵路或電車路車輛之用者（例如，車廂、貨車、敞篷車等）；
此類車種之零件（例如，車廂或貨車門、隔板、裝有絞鏈之貨車邊板、邊柱、踏板、煤水車用之水槽等）。
（11）制動或加熱系統之管及其接頭。
（12）承載輪用之液壓避震器。
但應注意，角鐵、截面鐵、型鐵、鐵片、鐵板及其他框架零件，以及卑金屬製之管狀物，均歸入第十五類，
除非已加工至某種程度已顯然可識別係機車或車輛之零件者。

86.08-鐵道或電車道軌道之固定裝置及配件；機械式（包括電機式）信號、安全交通控制設備
供鐵路、電車道、公路、內陸水道、停車場、港埠或機場用者；前述各項之零件。
（A）鐵道或電車軌道固定物及配件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已裝成之軌道，即鋼軌已固定於枕木或其他支持物上者。此等軌道可能為連接形、轉轍形或橫跨形、曲形、
直形等。
（2）轉盤，電力操作或非電力操作者，通常為圓盤狀之大型平台，圍繞中央迴轉，上裝有鐵道或電車軌道；大
多數亦裝有滾輪用以支撐平台之邊緣。
因此，機車等能在轉盤上轉動朝向另一個方向行駛，本節亦包括以手推動之轉盤以供在建築工地、採
石場等處之窄軌鐵道上使用。
但本節不包括機車或車廂用之轉盤，用以將車輛轉移至另一軌道者。此類轉盤及搬運車輛用之其他機
器（例如貨車傾卸器、貨車推進器）列入第 84.28 節。
（3）平台緩衝器，係裝於每行軌道之末端，裝有液壓或彈簧之停止裝置，以減少車輛於到達軌道終點前因未停
止進行而產生之震動。此類緩衝器設計裝於石造物內（例如，終點站所用者），或裝於堅固之支架內（例
如，在調車場內）。
（4）負荷規限，係弧形構架，用以確保在其下通過之火車不超出有關路線所規定之最大容許高度與寬度。
本節不包括木製枕木（第 44.06 節）及混凝土枕木（第 68.10 節）或屬於第 73.02 節之枕鐵、軌、或其他
未裝成鋼軌之建軌鋼鐵材料者（見其相關之註解）。
裝載架空電纜用之鐵塔及支柱，不得視為鐵軌或電車軌之固定裝置或配件，應視其構成材料分別歸入
第 68.10、73.08 等節。

（B）機械式（包括電機式）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設備供鐵道、
電車道、公路、內陸水道、停車場、港埠或機場用者
本節所屬設備，一般是由遠方控制點藉移動槓桿、曲柄、桿、索、鏈條等，或用液壓裝置或電氣馬達操作而
發出信號者。以電動氣壓操作之設備（例如，供鐵路使用者）亦屬於本節內。此型式之信號係由氣力馬達控制，
氣筒之進氣或排氣則由一電磁閥予以拉制，後者則再由信號箱內之電控板控制。而信號及其氣動裝置視為屬於本
節之機械設備，但電控板等應列入第八十五章之相當節內。
所謂「信號設備」係指可指示二種或二種以上之標誌之設備，每一標誌可傳達命令至車輛、船舶或航空器上；

─ 1388 ─

Ch.86
但不包括無機械性能之道路、軌道等用之信號板（例如，速度限制板、指向板或坡度標示板）；此種信號板係依
照其構成材料分類（例如，第 44.21 或 83.10 節）。
下列設備如係上述之機械式或電機式操作者，則列入本節。
（1）信號箱設備。係以甚多控制桿組成之整套設備，在支架上裝有輸送輪、桿、金屬線等，多數配有聯鎖裝置
以免信號錯亂。
（2）信號臂、信號盤、整組信號柱或信號跨線橋。
（3）控制或榫眼槓桿機械，裝於互相依賴之標誌上以保證動作之協調。
（4）軌邊機構（槓桿、踏板、曲柄或其他類型之地架等），供指針與信號等操作用者。
（5）指針偵測器。此因指針本身之移動而產生動作，指針之移動情形傳回至信號箱，使信號操作人員獲知指針
已至所要求之位置上。
（6）指針鎖及鎖棒。此項裝置係裝於軌道上，火車通過時可確保將指針自動鎖住，因此在火車離開前，信號箱
內之指針不致變更。
（7）軌道剎車。此種設備係用以減緩或停止鐵路機車及車輛之行駛（例如，減慢貨車進入調車場之速度）。通
常以一對棒組成，裝於軌道之每一鐵軌上；在液壓或氣壓控制下，此一棒對於在軌道上通過之車輛發生剎
車作用。
（8）脫軌器及觸止塊。當滑離鐵軌時，可讓貨車通過，但滑至軌道上時，則可作為觸止塊，或作為轉向板，讓
貨車跳離軌道。
（9）火車阻停器。通常以Ｔ型棒裝置組成，固定於軌道之邊緣並以壓縮空氣操作。棒與信號連結，當信號表示
危險時，棒即升高至適當位置上因而啟動衝過標誌之任何火車上之剎車控制桿。
（10）自動濃霧信號設備。通常亦以氣壓操作。每次信號表示危險時，即自動將濃霧信號顯示於軌道上。
（11）供升降或開關平交道欄柵用之控制裝置。此種裝置係以手操作之曲柄輪及齒輪裝置，或以槓桿系統組成，
而後者係由信號箱操作，如同信號或指針控制裝置。
平交道攔柵本身應按照其構成材料分類（鋼鐵製者，歸入第 73.08 節或木製者歸入第 44.21 節），但其
供指示攔柵開或關之機械式或電氣機械式操作之信號裝置，則歸入本節。
（12）以手或電子機械操作之信號，指示陸上及海上交通「停止及通行」之用者。

零件
本節亦包括上述各項裝置之可識別零件（例如，轉盤、信號臂或盤、控制桿、指針鎖箱、聯鎖槽孔機械）。
*
**

本節不包括：
（a）第十五類類註２所述之卑金屬製之一般性用途之鏈及其他零件（第十五類），以及塑膠製之類似製品（第三
十九章）；歸入第十五類作一般性用途之材料（例如，金屬絲及桿），以及金屬支架及其零件。但應注意，
在軌道下連接軌邊控制機械與開關片用之定位桿，連同建造鐵軌及電車軌專用之若干鋼鐵材料均歸入第
73.02 節。
（b）信號燈（第 85.30 或 94.05 節）。
（c）警報器、霧號角及其他音響信號儀器（各自列入其適當之節）。
（d）在車輛、船舶等上所用之信號裝置（例如，在火車上之警報器具，及船舶等用之緊急信號用具）（各自列
入其適當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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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9-貨櫃（包括運送流體之貨櫃），具有特別設計及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
此種貨櫃（包括升高鐵篷車）為經特殊設計之包裝容器，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例如，公路、鐵路、水
道或空運）載運之用。裝有配件（鉤、環、足輪、支架等）以便利搬運及固定於運輸之車輛、航空器或船上。故
適合於點對點式運送而不必經過中途重裝，更因構造牢固，可重複使用。
較普通之一種木板或金屬製之貨櫃，係以具有門或可移動櫃邊之大箱組成。貨櫃之主要類型，包括下列各項：
（1）搬運家具用之貨櫃。
（2）裝運易腐壞食物及貨品用之密封式貨櫃。
（3）運送流體用之貨櫃（常為圓筒形）；但歸入本節者須具有支架而能裝於任何類型之運輸車船之上者；否則
依照其構成材料分類。
（4）裝運散裝煤炭、礦砂、舖路石塊、磚、瓦等用之敞篷貨櫃。其底或邊常裝有絞鏈以便利卸貨。
（5）裝運特殊貨品用之特殊貨櫃，尤其裝運易碎品如玻璃器皿、陶瓷器皿等用者，或裝運活動物用者。
貨櫃之大小，自４至 145 立方公尺不等，尚有較小者，其容積通常不小於１立方公尺。
本節不包括下列兩項：
（a）箱、木框架等。雖可點對點式運送物品，但非如上述係經特別建造可裝於運輸之車輛、航空器或船舶之上者。
此類物品應依照其構成材料分類。
（b）公路─鐵道拖車（主要欲用於公路上行駛之拖車，但亦可裝載於裝有導軌之特種鐵路篷車者）
（第 87.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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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七章
鐵路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專在軌道上行駛之鐵道或電車道車輛。
2.─本章所稱「曳引車」，係指車輛之構造主要為牽引或推動其他車輛、用具或負荷相關者，不論是否具有載運
工具、種子、肥料或其他貨品之附屬裝置。設計供裝配於第 87.01 節所屬曳引車之機器及工作用工具作為可互
換之裝備者，即使與曳引車同時出現，且不論是否已裝置於曳引車上，仍應歸入其個別應屬之節。
3.─機動車輛底盤裝有駕駛臺者，應歸入第 87.02 至 87.04 節，而不歸入第 87.06 節。
4─第 87.12 節包括所有兒童用二輪腳踏車，其他兒童用腳踏車歸入第 95.03 節。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種車輛，屬於第十六類之若干移動式機器除外（見第 87.01、87.05 及 87.16 等節註解）：
（1）曳引車（第 87.01 節）。
（2）機動車輛，用以載運旅客（第 87.02 或 87.03 節）或貨品（第 87.04 節）或作特種用途者（第 87.05 節）。
（3）工廠、倉庫、船塢、機場內供短程運輸貨物用但無裝設堆高或搬運設備之自動式工務車，及火車站月台用
之曳引車（第 87.09 節）。
（4）裝甲之機動戰車（第 87.10 節）。
（5）機器腳踏車及邊車；腳踏車及失能人士用車，不論是否裝有馬達者（第 87.11 至 87.13 節 ）。
（6）嬰兒車（第 87.15 節）。
（7）全拖車、半拖車及其他非機械推動車輛，例如以其他車輛拖拉或以人力推拉或獸力拉動者（第 87.16 節）。
本章亦包括氣墊車輛，供行駛於陸地或陸地與某種水道（沼澤等）兩用者（見第十七類類註５）。
機動車輛的分類不受完成所有零件組成一個完整的機動車輛後操作方式之影響，例如：車輛識別號碼的固
定、剎車系統的充放氣、轉向推進系統（動力轉向）、冷卻和空調系統的供電，前大燈的調節、車輪幾何形狀的
調節（校正）和剎車的調節。本註解包括解釋準則 2（甲）分類之應用。
不完整或未完成之車輛：如具有與其相當之完整或完成之車輛之特性者，則比照後者分類（見解釋準則２（a）
項），茲舉例如下：
（A）尚未裝有車輪或輪胎及電池之機動車輛。
（B）尚未裝有引擎或內部配件之機動車輛。
（C）無座墊及輪胎之二輪腳踏車。
根據第十七類類註之規定（見該類註解總則），本章亦包括可識別為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章內車輛之零件及附
件。
*
**

但應注意，水陸兩用機動車輛應比照本章之機動車輛分類。但航空器經特別製造亦可作公路車輛用者仍按航
空器分類（第 88.02 節）。
本章亦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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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剖面車輛及其零件，專供示範之用者（第 90.23 節）。
（b）設計為兒童騎乘之有輪玩具，及兒童用腳踏車（兒童用兩輪腳踏車除外）（第 95.03 節）。
（c）冬季運動設備，如連橇雪車（bobsleighs）、平底雪橇、及其類似品（第 95.06 節）。
（d）供遊樂場迴轉台或其他遊樂場所用之車輛（第 95.08 節）。

87.01-曳引車（不包括第 87.09 節所列者）（＋）。
8701.10-單一車軸曳引車
8701.20-半拖車用之道路曳引車
8701.30-履帶曳引車
-其他，依引擎輸出功率:
8701.91--不超過 18 瓩者
8701.92--超過 18 瓩但不超過 37 瓩者
8701.93--超過 37 瓩但不超過 75 瓩者
8701.94--超過 75 瓩但不超過 130 瓩者
8701.95--超過 130 瓩者
本節的曳引車可附有車廂（車身）或可設有駕駛員座位或駕駛台；亦得含有附屬設備，用以運輸與曳引車主
要功能有關之工具、種子、肥料或其他物品，或用以裝配工作工具作為其輔助功能者。
本節不包括推進底座，經特別設計、建造或加強成為機器之一部分，而具有起重、挖掘、剷平等功能者，即
使此項推進底座係利用牽引或推進動力而執行上述功能者亦然。
本節包括各類型曳引車（第 87.09 節之火車站月台用曳引車除外）（農業或森林作業用曳引車、道路曳引車、
建築工程用重型曳引車、絞盤曳引車等），不論其推動方式（內燃機、電動馬達等）。本節亦包括鐵路與公路兩
用之曳引車，但不含僅限於鐵路用者。
歸入本節之曳引車不附車箱，但得設有人員座位或駕駛台；得裝有工具操作箱，供升降農具設備之用，以及
聯絡式拖車或半搭拖車用之裝置（例如，裝於機械馬及類似曳引裝備上者），或動力分導裝置用以驅動機器諸如
打穀機與圓鋸等者。
此種曳引車之底盤得裝於車輪、軌道或輪與軌之組合物上。如為最後者，則僅其前轉向軸係裝於輪上。
本節亦包括步行操縱曳引車。此係小型農業曳引機構有一個裝於一個或二個輪上之驅動軸。如同普通曳引
機，步行操縱曳引車之設計係藉一般性動力分導裝置操作可變換之農具。此種曳引車一般不裝設座位而以兩手柄
駕駛。但亦有另裝有一個或兩個輪之後車廂，廂上設有司機座位。
類似之步行曳引車亦可用於工業上。
本節包括裝有絞盤之牽引車（例如：拖拉陷於泥淖之車輛者；拔樹根或拖拉樹木者；或遠距離搬運農具者）。
本節尚包括跨式曳引車（高蹻式曳引車），例如，供葡萄園及森林農場之用者。
*
**

本節亦不包括裝有起重機、起重滑車、絞盤等之救援車（第 87.05 節）。

曳引車，裝配有其他機器者
應予注意，裝於曳引車上之農機機械作為可變換之工具者（犁、耙、鋤等），即使進口時係裝於牽引車上者
仍列入其應屬之各節。然此種情形之曳引車部分，應予分開而列入本節。
曳引車與工作工具主要設計用以曳引或推動另一車輛、用具或負荷，並如同農業曳引車一樣具有簡單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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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操作（升降等）工作工具者，曳引機及其可變換之工作工具即使與曳引車一起進口，且無論是否裝在車上亦
應分類於相當章節內，而曳引車及其操作設備則屬於本節。
有關聯結式機動貨車附有半搭拖車者，曳引車與半搭拖車耦合者，及重型曳引車與第八十四章之工作機械耦
合（如同與半搭拖車耦合方式）者，其拖拉設備應列入本節，而半搭拖車或工作機械則列入其各自應歸屬之適當
節。
反之，本節不包括第 84.25，84.26，84.29，84.30 及 84.32 等節之機器推動底座，因此類機器之推動底座、操
作控制器、工作工具及其發動設備均經特別設計組合而成為一整套機械單元。諸如裝貨機、開路機、機動犁等。
通常，由推動底座構成用來搬運、挖掘等之整體機器，可就其特殊構造之特徵（例如，形狀、車盤、運轉之
方法等）與本節之曳引車予以區別。對於曳引車型之推動底座，應就其整體構造及特殊設計用來作拖或推以外之
其他動能之設備的各種技術特性，加以考慮。例如推動底座裝有堅固機件（諸如轉動起重機用之支持塊、板、樑、
平台等）而為底盤架之一部分，或常焊接固定於底盤架上用以攜帶工作工具之推動設備者不歸入本節。此外，此
種推動底座得含有下列數種典型之零件：內裝液壓系統之強力配備，用以操作工作工具者；特殊齒輪箱，例如使
逆轉齒輪之最高速度不低於前轉齒輪之最高速度者；液壓離合器及扭矩轉換器；平衡配重；增加底座穩定性用之
較長軌道；後置引擎用之特殊框架等。
。
。。

目註解：
第 8701.10 目
詳見第 87.01 節註解中第 6 與 7 兩段所述內容。

第 8701.20 目
本目之“道路曳引車”係指設計供長距離拖拉半拖車用之機動車輛。道路曳引車和半拖車形成之組合有多種
名稱，例如鉸接式卡車（articulated lorries）及聯結車（tractor-trailers）等。這些車輛通常配備柴油引擎，並且可以
在拖車負荷滿載情況下，以超過道路網上（即一般意義之街道，包括大道，林蔭大道和高速公路）城市交通速限
之速度驅動前進。這類車輛具有一個容納司機和乘客（有時包含供睡眠設施）之封閉駕駛室、大燈和國內審定合
格尺寸，且通常配置有一個備用輪聯軸器允許在執行不同功能時與半拖車間之快速變換。
本目不包括用於短距離拖拉半拖車用之機動車輛（一般歸列第 8701.90 目）。

第 8701.30 目
本目亦包括附有輪與軌道結合物之曳引車。

第 8701.90 目
本目包括用於短距離拖拉半拖車用之機動車輛。這些類型之車輛具有多種名稱，例如機場曳引車（terminal
tractors）及港口曳引車（port tractors）等，它們用在特定區域內定位或移動拖車。它們不適合如第 8701.20 目設計
供長距離拖拉半拖車用之機動車輛作為長途道路曳引使用。它們與道路曳引車之區分在於他們通常配備柴油引
擎，最高速度一般不超過 50 公里/小時，一般配備一個僅能搭載駕駛個人之小型單座封閉式駕駛室。

87.02-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8702.10-僅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者（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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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2.20-兼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及電動機動力者
8702.30-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動力者
8702.40-僅具有電動機動力者
8702.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設計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本節包括機動巴士、大客車、架空電線供電式無軌電車及飛輪儲能式無軌電車。
本節所述之車輛可具有任何類型之馬達（內燃活塞引擎、電動機、一個內燃活塞引擎和一個或多個電動機之
組合等）。
具有一個內燃活塞引擎和一個或多個電動機動力組合之車輛稱為「混合動力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s）」，這些車輛從可消耗燃料和電能儲存裝置汲取能量（例如，蓄電池、電容器、飛輪/發電機），藉以達
到機械推進。混合動力車具有各種不同類型，可以依其動力總成配置（例如，並聯混合動力、串聯混合動力、動
力分流或串並聯混合動力）和混合度（即全混合動力、中度混合動力和插電式混合動力）加以區分。
電動車係藉由電動機或可充電蓄電池組驅動之馬達推進。
架空電線供電式無軌電車可從架空電線取得電流；飛輪儲能式無軌電車之運作原理係基於動能可以被存儲在
一個高速飛輪，並被使用於驅動發電機以供給馬達所需電流。
本節亦包括可改裝為軌道車之機動車，其僅須更換車輛及鎖定駕駛盤而無須改變馬達者。

87.03-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及其他機動車輛（第 87.02 節所列者除外），包括
旅行篷車及賽車。
8703.10-特別設計之雪地旅行車；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輛
-其他車輛，僅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者：
8703.21--汽缸容量不超過 1,000 立方公分者
8703.22--汽缸容量超過 1,0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8703.23--汽缸容量超過 1,5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 立方公分者
8703.24--汽缸容量超過 3,000 立方公分者
-其他車輛，僅具有壓縮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8703.31--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8703.32--汽缸容量超過 1,5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0 立方公分者
8703.33--汽缸容量超過 2,500 立方公分者
8703.40-其他車輛，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動力者，不包括能夠藉
由車外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
8703.50-其他車輛，兼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及電動機動
力者，不包括能夠藉由車外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
8703.60-其他車輛，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動力者，能夠藉由車外
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
8703.70-其他車輛，兼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及電動機動
力者，能夠藉由車外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
8703.80-其他車輛，僅具有電動機動力者
8703.90-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載客用之機動車輛（包括水陸兩用車）；但不包括第 87.02 節之機動車輛。歸入本節之各種車
輛得配有任何類型之動力機器（內燃機、電動機、燃氣輪機、一個內燃活塞引擎和一個或多個電動機之組合等）。
本節包括：
（1）特別設計雪地行駛用之車輛；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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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別設計雪地行駛用之車輛（例如，雪車）。
（b）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輛。
（2）其他車輛。
（a）機動車輛（例如，有專職司機的大型豪華轎車、計程車、跑車及賽車）。
（b）特種運輸車輛，如救護車、囚車及靈車。
（c）活動屋用車（露營用車等），供運輸人員，尤其裝配供住所之用者（附設臥房、烹調、盥洗設備等）。
（d）裝有管狀底盤，具有汽車型態轉向系統之四輪機動車輛（例如，基於阿克曼（Ackerman）原理設計之轉
向系統）。
本節所謂的「旅行車」，係指最大載客量為九人（包括駕駛在內）者，其內部無需作結構上之變動，就可兼
載運人員及貨物的車輛。
歸入本節之某些機動車輛，係取決於這類車輛具有某些特徵，可顯示出其主要係設計供載運人員，而非供載
運貨物者（第 8704 節）。這些特徵特別有助於決定該種機動車輛之分類，其車輛總重（g.v.w.）一般不超過 5 公
噸，且其內部係由駕駛人及乘客區和可兼載運人員及貨物之另一區所組成之唯一封閉式車廂。這類機動車輛一般
認為屬''多種用途''車輛（例如，廂型客貨車、pick-up 客貨車、休閒吉普車）範疇。依下列特徵，一般符合其設計
特性之車輛，歸入本節。
1. 每一永久性座椅裝設有安全設備（例如，座椅安全帶或供安裝座椅安全帶之固定點和裝置）或駕駛人及前
座乘客之背後區，具有可供安裝座椅及安全裝置之永久固定點及裝置；這些座椅其為固定式、摺疊式，或
可由固定點移動或可摺疊者。
2. 沿著兩邊之側板開有後窗者。
3. 在側板或後側具有可滑動、擺動或可提升、且開有窗戶之車門。
4. 駕駛及前座乘客區與兼可載運人員及貨物的後段區之間，未裝設固定隔板或障礙物者。
5. 具有客車之搭乘舒適特性，且客車內部應具有完善之內部裝潢及配備（例如，地毯、通風設備、內部照明、
煙灰缸）。
本節尚包括輕型三輪車輛，諸如：
─

裝設有機器腳踏車引擎及車輪等者。由於這些車輛具傳統汽車性能之機械構造，即汽車型轉向系統，或倒車
齒輪及差速裝置；

─

安裝於Ｔ型底盤上，其兩後輪藉由個別蓄電池供電之電動機獨立驅動者。此類車輛係利用單一中央控制桿操
作，使車輛啟動、加速、剎車、停止及倒退，亦可利用差速扭矩驅動車輪或轉動前輪左右轉向。
具有上述特徵之三輪車輛若設計供載貨用者歸入第 87.04 節。
本節之車輛可為車輪式或履帶式。
具有一個內燃活塞引擎和一個或多個電動機動力組合之車輛稱為「混合動力車（Hybrid Electric Vehicles，

HEVs）」，這些車輛從可消耗燃料和電能儲存裝置汲取能量（例如，蓄電池、電容器、飛輪/發電機），藉以達
到機械推進。混合動力車具有各種不同類型，可以依其動力總成配置（例如，並聯混合動力車、串聯混合動力車、
功率分流或串並聯混合動力）和混合度（即全混合動力、中度混合動力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加以區分。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lug-in Hybrid Electric Vehicles，PHEVs）係指可以藉由連接充電線到電網插座或充電站以
充電其蓄電池之車輛。
藉由一個或多個電動機（由可充電蓄電池組驅動）推進之車輛，稱之為「電動車（Electric Vehicles ，EVs）」。
供遊樂場所使用之特殊車輛，例如，「碰碰」（dodge'em）車，應歸入第 95.08 節。

87.04-載貨用機動車輛（＋）。
─ 1395 ─

Ch.87
8704.10-設計供非公路用之傾卸車
-其他，具有壓縮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8704.21--總重量不超過 5 公噸者
8704.22--總重量超過 5 公噸，但不超過 20 公噸者
8704.23--總重量超過 20 公噸者
-其他，具有火花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者：
8704.31--總重量未超過 5 公噸者
8704.32--總重量超過 5 公噸者
8704.90-其他
本節尤其包括下列各項：
普通貨車（卡車）及有頂篷貨車（平台式、油布罩蓋式、密閉廂式等）；各種送貨卡車及有頂篷貨車、搬運
貨車；裝有自動卸貨裝置的貨車（卡車）（傾卸貨車（卡車）等）；液灌槽車（不論是否裝有幫浦者）；冷藏或
保溫式貨車（卡車）；裝運酸液用之加框大玻璃瓶和裝運乙烷用圓筒等的多層貨車（卡車）；具有傾斜設備用以
運輸儲存槽，起重機或挖土機、變壓器等的重型貨車（卡車）；專供搬運預拌水泥的貨車（卡車），但不包括第
87.05 節的水泥攪拌貨車（卡車）；廢物收集車，不論是否裝配有裝載、壓縮、傾倒等裝置。
本節尚包括輕型三輪車，諸如：
-裝設機器腳踏車引擎及車輪等者。由於此型車輛之機械構造具傳統汽車之性能，即汽車型轉向系統，或倒
車齒輪及差速裝置；
-安裝於Ｔ型底盤架上，其兩後輪藉由電池供電之電動馬達分別獨立驅動者。此類車輛通常係利用單一之中
央控制桿予以操作，使駕駛人可啟動、加速、剎車、停止及倒轉車輛，亦可利用差速扭矩驅動車輪，或
轉動前輪向左或向右改變車行方向。
上述性能之三輪車若設計供載客用歸入第 87.03 節。
歸入本節之某些機動車輛，係取決於這類車輛具有某些特徵，可顯示出其主要係設計供載運貨物，而非供載
人員者（第 8703 節）。這些特徵特別有助於決定該種機動車輛之分類。其車輛總重（g.v.w.）一般不超過 5 公噸，
且具有一獨立的密閉式後段區或開放式後段平台，供載運貨物之用，但後段區之板凳式座椅，未裝有座椅安全帶、
固定點或未具搭乘之舒適特性，且可將該座椅摺疊後倚靠於側邊，將全部之後段平台提供作為載貨用。這類機動
車輛一般認為屬''多種用途''車輛（例如，廂型客貨車、pick-up 客貨車和休閒吉普車）範疇。依下列特徵，一般符
合其設計特性之車輛，歸入本節。
1. 板凳式座椅未裝有安全設備（例如，座椅安全帶或供安裝座椅安全帶之固定點和裝置）且駕駛人和前座乘
客區之背後區未具有搭乘之舒適特性。這些座椅通常可以摺疊，以提供全部後段地板（廂型客貨車）或隔
離平台（pick-up 客貨車）之空間，以供載貨用。
2. 駕駛人和前座乘客具有單獨之艙間，隔離之開放式平台具有側板和可放下之後檔板（pick-up 客貨車）。
3. 在兩邊之側板或後側未開有車窗，在側板或後側具有未開車窗之可滑動、擺動或可提升之車門，以提供上
下貨之用（廂型客貨車）。
4. 駕駛人和前座乘客區與後段區之間，裝設有固定之隔板或障礙物者。
5. 未具有客車之搭乘舒適特性，且與乘客區結合之貨床區未具有完善之內部裝潢及配備（例如，地毯、通風
設備、內部照明、煙灰缸）。
本節亦包括：
（1）傾卸車。車身裝有傾卸設備或底部可以開啟之堅固車輛，專供運輸挖掘物及其他材料用。其具有堅固活節
底盤及行駛鄉村道路及軟地用之車輪。輕、重兩型之傾卸車均涵蓋於本節，輕型車其特性為有時裝設二向
座，即二座位裝於相對之方向，或裝有兩個駕駛盤，俾駕駛員能正面卸貨。
（2）短程來回車。係於礦坑中，將煤與礦砂自採伐機運送至輸送帶之用。係笨重而車身裝於車軸彈簧上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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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有車輪及內燃機或電動機；其底部為輸送帶可自動卸貨。
（3）自裝貨物車輛。裝有絞盤、起重設備等，但主要係設計供運輸之用者。
（4）公路一鐵路兩用貨車（卡車）。這種車裝有特種設備，兼可在公路與鐵路上行駛者。此類車輛在鐵路軌道
上時是不用公路用車輪，其車的前部及後部裝有承載架設備，能藉千斤頂將該裝置頂起，可在公路上行駛。
裝有引擎及駕駛室之機動車輛底盤亦應歸入本節內。
*
**

本節不包括：
（a）工廠、倉庫、碼頭或飛機場內搬運長板類貨品或貨櫃用之跨載機（第 84.26 節）。
（b）供礦場用之裝載運輸兩用車（第 84.29 節）。
（c）載運貨物用之機器腳踏車、斯谷達機車或裝有輔助動力之腳踏車，例如載貨機器腳踏車、三輪腳踏車等，不
具有本節三輪車之性能（第 87.11 節）。
。
。。

目註解：
第 8704.10 目
本目之傾卸貨車一般可根據以下各項特徵與其他載貨用車輛（特別是自動卸貨車（卡車））加以區別：
─傾卸車車身以高強度鋼片製成；其前面部分延伸至駕駛座以資保護；且全部或部分底板向後端朝上傾斜。
─有者駕駛座廂僅為半寬式；
─缺少軸懸吊系統；
─高剎車能力；
─行駛速度及作業區域皆有限制；
─搬運泥土用之特種輪胎；
─由於構造堅固，車體重量／載重之比不超過 1:1.6；
─車體得以廢氣加熱，以防所載貨物黏著或結凍。
應予注意，若干傾卸車專供礦場或燧道工場之用，例如，底部可開啟之車身者。此類車輛具有前述某些特點，
但無附設車廂或車身前面無延伸之保護裝置。

第 8704.21、8704.22、8704.23、8704.31 及 8704.32 目
所謂車輛總重（ｇ.ｖ.ｗ.）係指車廠所設定在道路上之承載重量以設計車輛之最大載重能力。其為車重、最
大設定之載重量、司機及滿箱燃油等所合計之總重量。

87.05-特種機動車輛（例如：修護車、起重機車、救火車、混凝土攪拌車、道路清潔車、灑水
車、機動工場車、放射線車），但主要設計供載客或載貨者除外（＋）。
8705.10-起重機車
8705.20-機動鑽探車
8705.30-救火車
8705.40-混凝土攪拌車
─ 1397 ─

Ch.87
8705.90-其他
本節包括經特別建造或改造之機動車輛，其裝有各種不作運輸用之設備者；即歸入本節之車輛，其主要用途
不在載客或載貨者。
本節包括：
（1）機動拖修車（卡車）
，係由貨車底盤（不論是否裝有底板）及諸如非旋轉起重機、支架、滑輪、絞車等提升
裝置配置而成，用於提升及拖帶發生事故的車輛。
（2）機動幫浦車，具有幫浦，通常由車輛之引擎推動（例如，救火車）。
（3）裝有雲梯或升降平台的車輛（卡車），供維修架空電纜、路燈等用；裝有可調懸臂及平台的車輛（攝影機
移動車），供拍攝電影或電視用。
（4）清潔街路、溝渠、機場跑道等用的車輛（卡車）（例如，清掃車、灑水車、灑水-清掃車及水肥車）。
（5）剷雪車與內裝設備，即僅作剷除積雪用之車輛，通常裝有輪機、旋轉葉片等，由車輛引擎或另設之引擎驅
動。
可互換之剷雪設備或各種作剷除積雪用設備，不論是否已裝於車軸上均不得歸入本節（第 84.30 節）。
（6）各種噴灑車（卡車），不論是否裝配有加熱設備；供噴灑柏油或碎石用，或供農業等用。
（7）起重車（卡車），非供載貨用者，係由一個駕駛台及一個旋轉起重機機固定裝在一個機動車輛底盤上所組
成。但裝配有自動裝貨裝置的貨車除外（第 87.04 節）。
（8）活動鑽探車（卡車）（例如，裝有起重裝置、絞盤及其他鑽探用具的車輛）。
（9）配裝有堆裝機械裝置的車輛（卡車）（即這種車輛裝配有可沿垂直支柱移動的平台，一般其動力由車輛本
身的引擎供應）。但本節不包括裝有絞盤、升降裝置等的自動裝貨設備的機動車輛，這種車的結構主要用
於運送貨物（第 87.04 節）。
（10）混凝土攪拌車（卡車），由一個由駕駛台及一個機動車輛底盤組成，混凝土攪拌機固定裝在底盤上，其可
供攪拌及運送混凝土用。
（11）可移動式發電機組，由一部其上裝有發電機的機動車輛（卡車）所組成，發電機可由車輛本身的引擎或另
一獨立的引擎所驅動。
（12）Ｘ光巡迴診療車（例如，設有檢驗室、暗房及整套放射線設備者）。
（13）活動診療車（醫科或牙科之用），附有手術室、麻醉設備及其他外科設備者。
（14）探照燈車（卡車），車上裝有一部探照燈，通常由車輛引擎驅動的發電機供給電源。
（15）室外廣播車。
（16）電報、無線電報或無線電話收發車；雷達車。
（17）裝有賽馬賭金自動計算器之搬運車，可自動計算賽馬賭注之贏虧者。
（18）巡迴實驗車（例如，檢查農業機械之性能者）。
（19）測試車，裝有記錄儀器，可測定其拖拉該測試車的機動車輛牽引力。
（20）裝有麵包房之全套設備（揉麵機、烤箱等）之機動車；野外廚房。
（21）修理車，裝有各種機器和工具、焊接用具等者。
（22）流動銀行、流動圖書館及貨品巡迴展覽車。
本節不包括：
（a）自走式壓路機（第 84.29 節）。
（b）農業用滾壓機（第 84.32 節）。
（c）由步行者控制之小型流動性用具，裝有輔助引擎者（例如，公園、公共花園等用之清掃機，及道路標誌線之
劃線機具）（第 84.79 節）。
（d）活動屋用車（第 87.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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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裝有工作機器的機動車輛底盤或貨車（卡車）
必須注意，舉凡帶有起重或搬運機器、土地平整、挖掘或鑽探機器的車輛，在實質上構成了一台完整的機
動車輛底盤或貨車（卡車），至少必須配備下列機械的裝置者，才能歸入本節：驅動引擎、齒輪箱及換檔操縱
裝置、轉向與剎車裝置。
但自走式機器（例如，起重機、挖掘機），裝有上述一種或一種以上之驅動或主要機件，安置裝設輪子或軌
道底盤上之工作機器的駕駛台中，不論其整體是否藉其本身動力以在道路上行駛者，仍歸入第 84.26、84.29 或 84.30
節。
同理，本節亦不包括自走式而裝有車輪之機器，其底盤及工作機器彼此專供構成一完整機械裝置而設計者（例
如，自走式機動平土機）。因此種機械裝置並非僅附於機動車輛底盤上，而是與底盤成一整體，其底盤已無法再
作他用，其亦可能裝配前述之主要汽車要件。
但應注意，具有內裝設備之自走式剷雪機或剷除積雪用機械必定列入本節。
。
。。

目註解：
第 8705.10 目
參見第 87.05 節註解（7）項內容。

87.06-第 87.01 至 87.05 節裝有引擎之機動車輛底盤。
本節包括裝有引擎、傳動機構及轉向齒輪及車軸（不論是否裝有車輪），稅則第 87.01 至 87.05 節所列機動車
輛用的底盤-車架或底盤-車身架構（單一車體或單車殼體結構）。換言之，歸入本節之貨品係指不帶車身的機動
車輛。
但本節的機動車輛底盤得裝有引擎罩（引擎蓋）、擋風板（擋風玻璃）、擋泥板、腳踏板及儀表板（不論是
否裝有儀表）。機動車輛底盤不論是否裝有輪胎、化油器、蓄電池或其他電氣裝置者，仍應分類於此。但完整或
實質上已構成完整的曳引車或他種車輛者，則不得歸入本節。
本節亦不包括下列二項：
（a）裝有引擎及駕駛台之底盤，不論駕駛台是否為完整者（例如，無座位）（第 87.02 至 87.04 節）（見本章章
註 3）。
（b）未裝有引擎之底盤，不論是否裝有其他機件者（第 87.08 節）。

87.07-車身（包括駕駛台在內），適用於第 87.01 至 87.05 節之機動車輛。
8707.10-用於第 87.03 節之車輛者
8707.90-其他
本節包括用於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上之車身（含駕駛台在內）。
本節不僅包括設計裝於底盤之車身，並包括無底盤車輛之車身（其車身可用以支持引擎及車軸）；亦包括單
位結構體，其中底盤之若干機件已與車身裝於一起者。
本節包括範圍甚廣的各種類型車輛的車身（例如，客車、貨車（卡車）及特種車輛）。它們一般用鋼鐵、輕
型合金、木材或塑膠所製成。
這些車身得裝配齊全（例如，裝有儀錶板、行李廂、座位、坐墊、地蓆、行李架及電氣裝置等全部各種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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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件）。
不完整之車身亦列入本節，例如，未裝配擋風板或車門等零件的車身，或內部裝璜或油漆作業尚未完成的車
身。
駕駛台（例如，貨車（卡車）及曳引車用者）亦列入本節。

87.08-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所用之零件及附件。
8708.10-保險槓及其零件
-車身（包括駕駛台在內）之其他零件及附件：
8708.21--座位安全帶
8708.29--其他
8708.30-煞車器及伺服煞車器；及其零件
8708.40-齒輪箱及其零件
8708.50-驅動軸連差速器，不論是否裝有其他傳動組件者及非驅動軸；及其零件
8708.70-車輪及其零件與附件
8708.80-懸吊系統及其零件與附件（包括避震器）
-其他零件及附件：
8708.91--散熱器及其零件
8708.92--消音器及排氣管；及其零件
8708.93--離合器及其零件
8708.94--方向盤、轉向柱及轉向箱；及其零件
8708.95--安全氣囊含充氣系統；及其零件
8708.99--其他
本節包括用於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車輛之零件及附件，且符合下列兩條件者：
（i）必須可識別為係專用或主要用於上述車輛上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類註規定所予以排除在外之物品（見相關註解總則）。
根據此項規定，本節之零件及附件包括下列各項：
（A）機動車輛之底盤-車架組合（不論是否已裝配車輪，但未裝引擎者）及其零件（例如，邊樑、撐臂、橫構件；
懸吊支架；車身引擎、腳踏板、電瓶或燃料箱等用之支架及托架）。
（B）車身零件及其相關配套配件，例如，底板、側板、前後面板、行李廂等；門及其零件；引擎罩（引擎蓋）；
帶框的車窗，裝有電阻加熱器及電氣接頭的窗；窗框；腳踏板；擋泥板；葉子板；儀表板；散熱器護罩；車
牌托架；保險桿及保險桿護檔；轉向柱托架；外部行李架：遮陽板；由車輛引擎供熱的非電氣取暖及除霜設
備；座位安全帶，固定於機動車輛上以保護乘員安全者；地板踏墊（紡織材料或非硬質加硫化橡膠製者除外）
等。尚未具有不完整車身特性的組合體（包括整套結構的底盤-車身），例如：尚未裝有車門、檔泥板、引
擎罩及後行李箱蓋等，應歸入本節，而非歸入第 87.07 節。
（C）完整之離合器（錐狀、板狀、液壓式、自動式等；但非第 85.05 節之電磁離合器），離合器外罩，板及槓桿；
及已裝置之襯套。
（D）各種齒輪箱（變速箱）（機械式、超速傳動式、預選式、電機機械式、自動式等）；轉矩轉換器；齒輪箱
（變速箱）體；傳動軸（但作為引擎或馬達的內部零件者除外）；小齒輪；直接驅動的爪型離合器及變速
拉桿等。
（E）裝有差速器之驅動軸；非驅動軸（前輪或後輪）；差速器之外罩；太陽系小齒輪組；輪轂、轉向軸（軸頸）、
轉向軸托架。
（F）其他傳動零件及組件（例如，推動軸、半軸；齒輪、齒輪組；平軸軸承；減速齒輪組；萬向接頭等）。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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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引擎之內部零件，諸如第 84.09 節之連桿、推桿、閥升桿及第 84.83 節之曲柄軸、凸輪軸及飛輪。
（G）轉向齒輪零件（例如，轉向柱套管、轉向橫桿及槓桿、轉向關節繫桿；箱殼；齒條及小齒輪；伺服轉向機
構）。
（H）剎車器（蹄形、弧形、盤形等）及其零件（板、鼓、圓筒、已裝之襯墊、供液壓剎車用之油箱等）；伺服
剎車器及其零件。
（IJ）懸吊避震器（摩擦式、液壓式等）及其他懸吊避震零件（彈簧除外）、扭桿。
（K）車輪（壓製鋼輪、鋼絲輻輪），不論是否已裝配車胎者；履帶車輛用之履帶及車輪組；輪緣、圓盤、轂蓋
及輪輻。
（L）控制設備，例如轉向盤、轉向柱及轉向箱，轉向盤軸；變速桿及手剎車桿；加速器、剎車及離合踏板；剎
車、離合等用之連桿。
（M）散熱水箱、消音裝置（消音器）及排氣管、燃料箱等。
（N）離合器纜、煞車器纜、加速器纜或其他類似纜，係由一可撓性外罩和一可移動之內纜組成，進口時已剪成
一定長度且裝有尾端配件者。
（O）各種安全氣囊含有充氣系統者（例如：駕駛側安全氣囊、乘客側安全氣囊，其係裝設於車門板內提供側邊
衝擊之保護或裝設於車頂板內提供頭部之特殊保護）及其零件。此充氣系統包括一個含有起動器和推進器
之容器，使氣體膨脹時直接充氣進入安全氣囊。本節不包括遙控感知器或電子控制器，其不被認為是充氣
系統的零件。
本節不包括第 84.12 節之液壓缸或氣壓缸。

87.09-自力推進工作車輛，供工廠、倉庫、碼頭或機場短距離運輸貨物，未裝有叉舉或搬運設
備者；曳引車，供火車站月台使用者；上述車輛之零件。
8709.11--電動者
8709.19--其他
8709.90-零件
本節包括一組以自動式推動於工廠、倉庫、碼頭或飛機場作短程運輸各種不同負荷（貨品或貨櫃）用之車輛，
或在火車站月台上拖拉小拖車用者。
此種車輛有很多種型式與尺度，有以蓄電器供電之電動機推動，或以內燃機或他種引擎驅動。
以下為本節之車輛之共同主要特性，此項特性足資與第 87.01、87.03 或 87.04 節之車輛予以區別，茲歸納如下：
（1）通常因結構及特殊之設計，使其不適於在道路或其他公路上載客或載貨用。
（2）當滿載時，其最高速度每小時不超過 30 至 35 公里。
（3）其迴轉半徑約等於車輛本身之長度。
本節之車輛通常不具有密閉式駕駛座，駕駛員僅站立於平台上駕駛車輛。若干卡車在駕駛座上得裝設保護
架、金屬隔板等。
可徒步控制之車輛亦列入本節。
工作車輛係一種供運送貨物用之自力推動貨車，例如裝有載貨平台或貨櫃者。
一般用於火車站之小型箱型載貨車，不論是否裝有輔助幫浦者，均應歸類於此。
用於火車站月台上之曳引車主要作拖拉或推動其他車輛者，例如：小型曳引車。其本身不攜帶貨品及通常第
87.01 節之曳引車重量為輕及動力為小。此類曳引車亦可用於碼頭、倉庫等處。

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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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所列車輛之零件，而符合下列兩條件者：
（i）必須可識別專門或主要適合於此類車輛之用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類註規定所排除在外者（見相關註解總則）。
根據上述條件，本節之零件包括下列各項：
（1）底盤。
（2）車身、平台、可拆開之側緣、傾卸部分等。
（3）裝配或未裝配輪胎之車輪。
（4）離合器。
（5）齒輪箱（變速箱），差速器。
（6）車軸。
（7）轉向盤或桿。
（8）制動系統及其零件。
（9）離合器纜、煞車器纜、加速器纜或其他類似纜，係由一可撓性外罩和一可移動之內纜組成，進口時已剪成
一定長度且裝有尾端配件者。
本節不包括：
（a）跨載機及附有起重機之工作車（第 84.26 節）。
（b）叉舉車及裝有昇降或搬運物品設備之其他工作車（第 84.27 節）。
（c）傾卸車（第 87.04 節）。

87.10-坦克車與其他裝甲機動作戰用車輛及其零件，不論已否裝有武器。
本節包括坦克車及其他機動之裝甲戰鬥車輛，不論是否裝有武器者，及此類車輛之零件。
坦克車係裝於履帶上之一種裝甲戰鬥車輛，配備各種武器（炮、機關槍、火焰噴射器等），通常裝於一個或一個
以上之旋轉車塔內。有時亦附裝特殊環動穩定齒輪，以鎖定目標物而不受車輛移動之影響。亦得裝有抗雷裝置諸
如「連枷」（類似舊式打穀機，實係迴轉鼓輪，由坦克車之前臂攜帶，並附著於末端為球型之鏈上），或於坦克
車前面裝有若干重型滾轆。
本節亦包括水陸兩用坦克車。
裝甲車比坦克車輕快，但不能裝配厚鐵甲或大型火炮，有時僅部分裝甲。主要用以巡查、搜索或戰地運輸。
有些裝甲車是履帶式的，但大部分裝甲車是道路車輪式的。其亦為水陸兩用者（例如：置於履帶上之裝甲登陸車
輛）。
本節亦包括：
（A）裝有起重機之坦克車，用以收回其他戰鬥車輛者。
（B）裝甲補給車，通常為履帶式，不論是否裝有武器者；此類車輛在戰場上用以運輸石油、彈藥等。
（C）小型遙控「坦克」，用以運送彈藥至前哨之戰鬥車輛或砲兵單位。
（D）固定裝配特種破壞設備之裝甲車。
本節不包括普通車輛，裝配輕型鐵甲或可活動之附屬性鐵甲者（視情形列入第 87.02 至 87.05 節）。
自走砲列入第 93.01 節；其特性為在停止時方可發射，大砲本身移動之範圍亦有限。
（E） 裝甲運兵車。

零件
本節亦包括上述各種車輛之零件，而符合下列二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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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必須可識別為適合專用或主要用於此類車輛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類註規定所排除在外者（見相關註解總則）。
根據上述規定，屬本節之零件包括下列各項：
（1）裝甲車之車身及其零件（車塔、裝甲門及覆蓋物等）。
（2）履帶，專為製造坦克用者。
（3）裝甲車用之特種車輛。
（4）坦克履帶用之推進輪。
（5）已製達某種程度之裝甲板，而可識別為屬於本節車輛之零件者。
（6）離合器纜、煞車器纜、加速器纜或其他類似纜，係由一可撓性外罩和一可移動之內纜組成，進口時已剪成
一定長度且裝有尾端配件者。

87.11-機器腳踏車（包括機器腳踏兩用車）及裝有輔助動力之腳踏車（有無邊車者均在內）
；邊
車。
8711.1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未超過 50 立方公分。
8711.2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超過 5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 立方公分
者。
8711.3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超過 25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500 立方公
分。
8711.4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超過 5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800 立方公
分。
8711.5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汽缸容量超過 800 立方公分者，
8711.60-裝有電動機動力者
8711.90-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兩輪之機動車輛，主要設計用於載人者。
除普通之機器腳踏車外，本節亦包括斯谷達機車，其特徵為車輪小，及有一水平平台，用以連接車輛之前後
部分；機器腳踏兩用車，裝有引擎及腳踏系統者；及裝有輔助馬達之腳踏車。
本節也包括可運送單人之兩輪電動運輸裝置，其使用在於諸如人行道、小徑和自行車道等低速區域。這些裝
置所運用之科技允許使用者能立在裝置上，而由陀螺儀感測器和多個車載微處理器組成之系統，能在兩個獨立而
非串聯車輪上，維持裝置和使用者之平衡。
機器腳踏車可以配置保護駕駛免受天氣干擾之裝備或安裝邊車。
三輪車（例如「載貨三輪車」型）若不具第 87.03 節或第 87.04 節之機動車輛之特性者（參見 87.03 節及 87.04
節之註解），亦應分類於此。
本節所稱”電動機器腳踏車”係藉由一個或多個電動機推進之機器腳踏車，此等電動機器腳踏車使用蓄電池
組供應電力與電動機。此等”插電”式機器腳踏車之蓄電池，可藉由充電器連接到市電或充電站而被再次充電。
本節又包括各種邊車。此係載運旅客或貨物之車輛，但不能單獨使用者。其一邊裝有車輪，另一邊有接合配
件以使邊車能掛於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旁邊與之同駛。
本節不包括：
（a）供載客用之四輪機動車輛，裝有管狀底盤，具有汽車型態轉向系統者（例如，基於阿克曼（Ackerman）原理
設計之轉向系統）（第 8703 節）。
（b）設計附設於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上之拖車（第 87.16 節）。

─ 1403 ─

Ch.87
87.12-非機動之二輪腳踏車及其他腳踏車（包括載貨三輪腳踏車）。
本節包括非機動之腳踏車，即裝有一個（含）以上車輪而由踏板操作之車輛（例如：二輪腳踏車（包括供兒
童用者）、三輪腳踏車及四輪腳踏車）。
除普通型式者外，本節亦包括下列各種特殊型式之腳踏車：
（1）載貨三輪腳踏車，通常與裝貨部分以活節連成一體，裝貨部分（有時為密封體形式）係裝於兩個導輪上。
（2）前後雙座之二輪腳踏車。
（3）雜技演員專用的獨輪腳踏車（單輪車）及腳踏車，其特點是車身較輕，裝有固定車輪等。
（4）殘廢專用之二輪腳踏車（例如，裝有特殊附件能以單腳踏動之二輪腳踏車）。
（5）後輪軸上裝有平衡支持輪之二輪腳踏車。
（6）競賽用二輪腳踏車。
（7）四輪腳踏車，設有數個座位及數個踏板，其整體裝於輕型結構之內者。
（8）設計供小孩、年輕人及成年人乘騎，以腳踏板驅動類似腳踏車之踏板車者，其具有腳踏車型態之可調整轉
向柱和把手、可充氣車輪、車架和手煞車，裝有連結到鏈和鏈輪系統之單一腳踏板。
裝有邊車之腳踏車仍歸入本節，但單獨進口之邊車不包括在內（第 87.11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裝有輔助動力的腳踏車（第 87.11 節）。
（b）兒童用腳踏車（兒童用兩輪腳踏車除外）（第 95.03 節）。
（c）僅適用於在遊樂場所使用的特種腳踏車（第 95.08 節）。

87.13-失能人士用車，不論是否裝有動力或用其他機械推動者。
8713.10-非機械推動式
8713.90-其他
本節包括專供運送失能人士的車、輪椅或類似車輛，不論是否附設有機械推動裝置者。
附設機械推動裝置之車輛通常由輕型馬達驅動，或藉手柄桿或以手操作之機構予以推動者。其他失能人士用
車得以手推動或直接用手操縱車輪加以推動者。。
本節不包括：
（a）簡單地改裝作失能人士用之普通車輛（例如：機動車輛之裝有手操作之離合器、加速器等者（第 87.03 節），
或腳踏車之附有特殊設備者及以一足踏動者（第 87.12 節）。
（b）手推式擔架（第 94.02 節）。

87.14-第 87.11 至 87.13 節所列車輛之零件及附件。
8714.10-機器腳踏車用（包括機器腳踏兩用車）
8714.20--失能人士用車用者
-其他：
8714.91--車架及叉架及其零件
8714.92--輪圈及輪輻
8714.93--輪轂及飛輪之鏈輪，但倒煞車輪轂及輪轂煞車器除外
8714.94--煞車器及其零件，包括倒煞車輪轂及輪轂煞車器
8714.95--車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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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4.96--踏板及曲柄齒輪及其零件
8714.99--其他
本節包括機車（包括機器腳踏兩用車）、附裝輔助馬達之腳踏車、邊車、非機動腳踏車或失能人士用車等所
用之零件及附件，並符合下述之二種規定：
（i）必須可識別係合專用於或主要用於上述之車輛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註規定所排除在外者（見相關註解總則）。
根據上述規定，本節之零件和附件包括下列各項：
（1）送貨三輪腳踏車、邊車或失能人士用車之車身及其零件（遮篷、門、地板等）。。
（2）底盤及車架，以及其零件。
（3）齒輪、齒輪箱、離合器及其他傳動設備，以及其零件。
（4）車輪及其零件（輪轂、輪圈、輪輻等）。
（5）自轉輪式之鏈輪。
（6）變速器及其他齒輪機構，以及其零件。
（7）曲柄齒輪及其零件（曲柄輪、曲柄、軸等）；踏板及其零件（軸等）；趾夾（Toeclips）。
（8）反沖式起動機、槓桿及其他控制機構。
（9）各種剎車器（懸臂式、卡鉗式、鼓式、輪轂式、碟式，倒剎車輪轂式等剎車器），及其零件（槓桿、剎車
板、握板桿、輪轂剎車用之鼓形及蹄形物，以及懸臂式剎車器用之軛狀物等）。
（10）把手、把手桿、把手柄（軟木、塑膠材料等製者）。
（11）鞍座（車座）及鞍座柱（車座柱）；車座罩。
（12）叉架，包括伸縮叉架及其零件（叉頂及叉葉等）。
（13）腳踏車車架之管及柄。
（14）液壓避震器及其零件。
（15）擋泥板及其支架（支柱、固定桿等）。
（16）反射鏡（已裝者）。
（17）護衣板（第 56.08 節之網除外）；傳動鏈蓋；腳凳、板及護腳板。
（18）機車之停車架。
（19）斯谷達機車用之車篷及備用輪車蓋。
（20）消音器（滅音器）及其零件。
（21）油箱。
（22）擋風板（擋風玻璃）。
（23）行李架；燈架；水壺架。
（24）供失能人士用車用之推動桿及搖手桿、背架及背架轉向桿、腳凳、腿架及扶手等。
（25）離合器纜、煞車器纜、加速器纜或其他類似纜，係由一可撓性外罩和一可移動之內纜組成，進口時已剪成
一定長度且裝有尾端配件者。

87.15-嬰兒車及其零件。
本節包括：
(Ⅰ) 嬰兒車、不論可否摺疊者。其裝有二個（含）以上之車輪，通常用手推者（例如：手推椅式嬰兒車、嬰兒搖
籃車、輕便四輪嬰兒車等）。
(Ⅱ) 上述嬰兒車之零件，而符合下列兩項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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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必須可識別為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節之車輛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類註規定所排除在外（見相關註解總則）。
除應根據上述規定外，本節包括下述各零件：
（1）裝備於底盤上之車身，包括可移動之嬰兒搖籃車身可作為搖籃之用者。
（2）底盤及其零件。
（3）車輪（不論是否裝有輪胎者）及其零件。

87.16-全拖車及半拖車；其他無機械推動裝置之車輛；上述車輛之零件。
8716.10-頂篷式全拖車及半拖車，供居家或露營者
8716.20-自力裝卸貨物之全拖車及半拖車，供農業用者
-其他拖車及半拖車，供貨物運輸者：
8716.31--罐體全拖車及半拖車
8716.39--其他
8716.40-其他全拖車及半拖車
8716.80-其他車輛
8716.90-零件
本節包括非機械推動，裝有一個（含）以上之車輪之車輛（歸入前述各節者除外）用以載人或載貨者。亦包
括不裝車輪之非機械推動之車輛（例如：雪橇、在運木道上滑行之特種雪橇等）。
屬於本節之車輛係設計被其他車輛（曳引車、卡車、無蓋貨車、機器腳踏車、二輪腳踏車等）所牽引或用手
推或拉，用腳推或用獸力拉動者。
本節包括：
（A）全拖車及半拖車：
本節中所謂「全拖車」及「半拖車」，係設計藉特種聯結裝置（不論自動式與否）專供與另一車輛聯
結用之車輛（邊車除外）。
歸入本節最重要型式之全拖車與半拖車係設計用機動車輛拖動者。全拖車通常含有二組（含）以上之
車輪及裝於駕駛車輛用之迴轉上聯結系統。半拖車僅裝有後輪，其前端係停放於牽引車輛之平台上而用特
殊之聯結裝置予以連接。
下列註解所稱之「拖車」係涵蓋半拖車在內。
分類於此之拖車包括下列各項：
（1）供居住或露營用之篷車型拖車（旅行拖車）。
（2）配裝有自動裝貨裝置之農業用拖車，其亦得附設供切剁糧草、玉米莖等用途之裝置。
本節不包括自動裝貨拖車，其裝有固定式收割設備以切割、剁碎及裝載草料、玉米等用途者（第
84.33 節）。
（3）運送不同產品（糧草、肥料等）用之自動卸貨拖車，其附有可移動之車底板以供卸料；此類車輛能配
裝各種附件（肥料切剁機、糧草切碎機等）俾適作施肥機、糧草箱或根拖車之用。
（4）載貨用之其他拖車，諸如下列各項：
（a）大槽拖車（不論是否裝配幫浦者）。
（b）農業、公共工程等用之拖車（不論是否有傾卸裝置者）。
（c）冷藏或密封式拖車，用以載運易腐壞物品者。
（d）搬運場用拖車。
（e）載運活家畜、機動車輛、腳踏車等用之單層或雙層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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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經改裝，用以載運某些貨物（例如，平板玻璃）之拖車。
（g）鐵公路聯運用拖車（主要當作公路拖車用，但亦可在設計後裝有導軌的特種鐵路貨車上運送）。
（h）裝有鐵軌之拖車，在道路上用以運輸鐵路貨車者。
（ij）活動吊架拖車，具有裝貨用滑行台，用以運送笨重設備者（大槽、起重機、堆土機、變壓器等）。
（k）二輪或四輪之獨立運木台車。
（l）運木拖車。
（m）由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拖拉之小型拖車。
（5）其他拖車，諸如下列各項：
（a）特殊設計用以輸送人員之機動車輛型拖車。
（b）遊樂園用篷車（歸入第 95.08 節者除外）。
（c）展覽用拖車。
（d）作流動圖書館用之拖車。
（B）手推或腳推車。
本組包括：
（1）專用於特殊工業之各種卡車及貨車（例如，在紡織工業、陶瓷工業、酪農場等處用者）。
（2）獨輪手推車、行李車、漏斗車及傾卸車。
（3）販賣食品車、手推餐車（歸入第 94.03 節者除外），主要用於火車站者。
（4）手拉車，供處置垃圾之用者。
（5）人力車。
（6）小型密封式兩輪手推車，供冰淇淋小販用者。
（7）商人用之兩輪手推車，此種輕型車輛有時裝設氣壓式輪胎。
（8）山地鄉間用以運送木材之雪車（手拉型）。
（9）踢地雪橇（Kicksleds）”特別設計供在靠近北極地區載運人員之一種雪橇，係利用騎乘者腳部對雪地
直接產生壓力而推進者。
本節不包括：
（a）所稱「輪式助行器」（walker-rollators），通常包含底部裝有 3 或 4 個輪子（部分或全部可旋轉）之管狀金
屬架、手把及手剎裝置（第 90.21 節）。
（b）一種用於商店未裝有底盤之小型有輪購物容器（例如：帶有輪子之購物籃），其為柳條、金屬等製品（應
按其構成材料予以分類）。
（C）獸力拉動之車輛。
本組包括：
（1）皇家用（正式的）馬車、四輪馬車、有篷之低輪馬車、出租馬車、單馬雙馬有篷馬車。
（2）靈車。
（3）單座雙輪馬車。
（4）在公園、街區等處供兒童乘用之小驢車及小馬車。
（5）各種送貨車；搬運場用車。
（6）各種輕便送貨車，包括傾卸車。
（7）雪橇和輕便有座雪橇。

裝有機械裝置等之車輛
組合件含有車輛及固定裝於其上之機器或用具者，其分類視整體之主要特性而定。故本節包括之組合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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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性係得自車輛本身者。反之，如主要特性係得自其所含之機器或用具者除外。
由上所述，各種車輛可按下列規定分類：
(Ⅰ) 卡車、裝有大槽之送貨車或拖車，不論是否配裝有輔助幫浦以供填注或抽取之用者，一律應分類於此。
(Ⅱ) 下列車輛通常不分類於此而按其有關之機器或用具分類：
（a）手推車、獸力車或曳引車式之噴灑用具（第 84.24 節）。
（b）裝於有簡單車輪之底盤上之機器及用具以備拖拉者，諸如流動幫浦與壓縮機（第 84.13 或 84.14 節），
及機動起重機與扶梯（第 84.26 或 84.28 節）。
（c）拖車式之混凝土攪拌機（第 84.74 節）。

零件
本節亦包括上述各種車輛之零件而符合下列兩項規定者：
（i）必須可識別為適合專用或主要用於此種車輛者；及
（ii）不得為第十七類類註規定所排除在外者。
屬本節之零件包括：
（1）底盤及其構成零件（框架之側構架、橫構架等）。
（2）車軸。
（3）車身及其零件。
（4）木輪或鋼輪及其零件，包括裝有輪胎之車輪。
（5）聯結裝置。
（6）煞車器及其零件。
（7）軸、車前橫木及其類似品。
*
**

冬季運動裝備例如：平底雪橇、連橇雪車（bobsleighs）等不列入本節（第 95.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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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目註：
1.─第 8802.11 至 8802.40 等目所稱「空重量」係指機器在一般飛行狀況之重量，不包括機員及燃料以及非永久裝
置設備之重量。

總

則

本章包括氣球、飛船、無動力航空器（第 88.01 節）、其他航空器、太空船（包括人造衛星）及其發射器（第
88.02 節）、若干關聯設備例如降落傘（第 88.04 節），航空器發射器，甲板止速器及地面飛行訓練器（第 88.05
節）。除應依照第十七類類註規定外（參該類註解總則），本章亦包括此種設備之零件。
不完整或未完成之航空器（例如：尚未裝配引擎及內部設備者），如已具有完整或已完
成之航空器之主要特性者列入後者之章節。

88.01-氣球及飛艇；滑翔機、滑翔翼及其他無動力之航空器。
(Ⅰ) 氣球及飛艇
本節包括較空氣為輕之航空器而不論作何用途者（軍物、運動、科學、宣傳等用者）。此類航空器包括自由
漂升或固定（例如藉纜索繫留在地面上）之氣球及以機械驅動之飛艇。
本節亦包括航空學及氣象學使用之下列各種氣球：
（1）探測氣球。此類氣球作為攜帶無線電探測儀器至高空之用。一般重量自 350 至 1500 公克不等，但亦有重達
4500 公克者。
（2）嚮導氣球。此類氣球作為指示風速及風向之用，通常之重量自 50 至 100 公克不等。
（3）雲層氣球。此類汽球較（1）及（2）所述者為小，普通重量為 4 至 30 公克不等。係作為測量雲層高度之用。
用於氣象方面之測候氣球大部分均極薄，係高級橡膠製成，故可承受高度膨脹。兒童遊玩用氣球則不包括於
本節內（第 95.03 節）。其可由材料較差、充氣管較短而加以區分，且其上常印有廣告或裝飾圖樣。

(Ⅱ) 滑翔機及滑翔翼
滑翔機較空氣為重而利用大氣氣流作用停在空中之航空器。但已裝配或設計可供裝配引擎之滑翔機，則列入
第 88.02 節。
滑翔翼尤其包括三角翼者，藉吊帶可懸掛一至二人，能做若干飛行動作。其三角翼通常將材料（一般為紡織
品）繃緊於金屬管製堅固結構上所構成，於中央裝有水平操縱桿。另其他類型滑翔翼可能為其他型狀，惟其結構
及空氣動力性能與三角翼者相似。

(Ⅲ) 其他無動力之航空器
本節包括較空氣為重而無須機械推進之測候風箏。此類風箏，如同錠泊於地上之氣球，可藉線纜固定於地面
上，而作為攜帶氣象儀器等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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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明顯用來作為玩具用之風箏（第 95.03 節）。
本節亦不包括模型，不論其是否比照實際尺寸精確製造，例如，作為裝飾用者（第 44.20、83.06 節等），純
供示範用者（第 90.23 節），或玩具或模型供遊戲用者（第 95.03 節）。

88.02-其他航空器（例如：直升機、飛機）
；太空船（包括人造衛星）及次軌道飛行物及太空船
發射載具。
-直升機：
8802.11--空重量不超過 2000 公斤者
8802.12--空重量超過 2000 公斤者
8802.20-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超過 2000 公斤者
8802.30-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超過 2000 公斤，但不超過 15000 公斤者
8802.40-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超過 1500 公斤者
8802.60-太空船（包括人造衛星）及次軌道飛行物及太空船發射載具。
本節包括下列參類：
（1）較空氣為重以機械方式推動之航空器，此類包括飛機（陸上飛機、水上飛機及水陸兩用飛機），螺旋飛機
（裝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依垂直軸自由迴轉之旋翼），及直升機（裝有一個或一個以上機械驅動之旋翼者）。
此類航空器可作軍事用途、人員貨品之輸送或訓練、空中照相、農作、救生、救火、氣象或其他科學
之用。
由地面或空中控制之無線電引導之航空器及經特殊構造可用作道路車輛者仍列入本節。
（2）太空船，指能航行於地球大氣層外者（例如：通訊或氣象衛星）。
（3）太空船發射裝置，指能將已知載物送入迴繞地球之軌道者（人造衛星發射器）或於地球以外之重力場引力
下降落者（太空船發射器）。
（4）次軌道飛行物發射載具，係循拋物線彈道飛行，通常裝載在地球大氣外作業之科學或其他技術目的用裝備，
不論可否收回的一種載物。於釋放載物時，載具施予之末速度不超過每秒 7,000 公尺。載物常用降落傘返回
地球表面以便收回。
惟本節不包括火箭砲彈、導向飛彈，如「彈道飛彈」及類似軍火，其所施予載物之末速度不超過每秒 7,000
公尺者（第 93.06 節）。此類載具投送軍火，如爆炸物、子母彈、化學劑等，經彈道飛行後使載物向目標撞擊。
本節亦不包括：
（a）模型，不論是否比照實際尺寸精確製造者，例如，作裝飾用者（例如，第 44.20 或 83.06 節等）或純供示範
用者（第 90.23 節）。
（b）供遊戲用之玩具或模型者（第 95.03 節）。

88.03-第 88.01 至 88.02 節貨品之零件。
8803.10-螺旋漿及旋翼及其零件
8803.20-起落架及其零件
8803.30-飛機或直升機之其他零件
8803.90-其他
納入第 88.01 或 88.02 節之物品之零件，若符合下列兩種情形者，則包括於本節內：
（i）適合專用於或主要用於上述物品而可識別者；
（ii）必須非第十七類類註規定不得歸入本類者（見有關註解總則）。

─ 1410 ─

Ch.88
本節之零件包括：
(Ⅰ)─氣球及飛船之零件，例如：
（1）氣球之吊籃。
（2）氣球用之氣囊及其零件（帶或板）。
（3）船艙用環箍。
（4）輔助氣囊。
（5）堅固之框架及其截面。
（6）穩定裝置及舵。
（7）飛船之推進器。
(Ⅱ)－航空器、滑翔機及測候風箏之零件，例如：
（1）機身骨架及機身，機身骨架及機身之各部分；及其內外部零件（雷達天線罩、尾錐體、減阻裝置、機
板、間隔物、行李機艙、地板、儀錶屏、框架、門、逃生傘及滑板、窗、通氣窗等）。
（2）機翼及其組件（縱骨、肋骨狀物、橫樑）。
（3）操縱面，不論其是否可移動者（副翼、翼縫條、擾流器、襟翼、升降機、方向舵、穩定翼面器、侍服
調整片等）。
（4）短艙、整流罩、發動機覆蓋及標塔。
（5）下機艙（包括剎車及剎車總成）及其可收縮之設備；機輪（裝或不裝輪胎者）；降落橇。
（6）水上飛機用之浮筒。
（7）螺旋漿、直升機及螺旋飛機用之旋翼；螺旋漿及旋翼之葉片；螺旋漿及旋翼之俯仰操縱機構。
（8）控制桿（控制柱、操舵桿及其他各種操縱桿）。
（9）油箱、包括輔助油箱在內。

88.04-降落傘（包括可操縱降落傘及附傘滑翔器）及迴旋降落器；前述降落傘及降落器之零件
及附件。
本節所包括之降落傘，是供空降人員、軍事補給品或設備、氣象探測儀器、照明彈等降落之用者；另外某種
類型用作尾傘，以減緩噴氣推進之航空器之速度。按照其用途，大小也不同，可用絲、人造纖維、麻、棉、或紙
等製成。
本節亦包括其設計供人由山側、懸崖頂端等處起飛用之附傘滑翔器。該器具由摺疊之傘蓋或傘衣覆蓋物
（翼），以及供氣流中操縱使用之吊索及飛行員之安全帶所組成。
然而，附傘滑翔器之空氣動力性能與降落傘不同，在某些情形下，若氣流允許，滑翔翼能爬升飛行。
供空降人員用的傳統式降落傘其上部通常附有一具操縱小傘，拉動開傘索後即可將之扯開，轉而拉開主傘之
罩蓋，罩蓋上附有若干橫索。將該索拉至底部後集合成二股或更多的提升管而附著於跳傘人員所穿之配備上，此
種配備由若干吊帶編成並裝有帶扣及撳鈕。導傘、主傘罩蓋及橫索係經謹慎地包裝於容器內，用開傘索即可將之
扯開。
本節亦包括迴轉降落器，係一種具有迴轉機翼之裝置，供氣象學用來控制藉火箭發射之無線電探空儀器降落
之用。
本節亦包括降落傘之零件及附件，諸如容器、背負皮帶及開傘用之彈簧框，及迴轉降落器之零件和附件。

88.05-航空器起飛裝置，艙面攔截鉤或類似裝置；地面用飛行訓練器；上述貨品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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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05.10-航空器起飛裝置及其零件；艙面攔截鉤或類似裝置及其零件
-地面用飛行訓練器及其零件：
8805.21--空中戰鬥模擬機及其零件
8805.29--其他
本節包括參種全然不同之物品，即：
（A）航空器起飛裝置。
航空器發射器通常於船上使用，與導引飛機起飛之金屬結構連結。飛機起飛所需之加速度，係運用壓
縮空氣、蒸氣、爆發管等到裝有起飛飛機之吊運車或撞擊器而得。
本節不包括：
（a）以馬達驅動之絞盤，供滑翔機起飛用者（第 84.25 節）。
（b）僅引導火箭起飛而未加以推進之火箭發射盤道及塔，該火箭係藉本身之動力升高者（第 84.79 節）。
（B）艙面攔截鉤或類似裝置。
此型裝置使用於航空母艦上及某些飛機場上，作為降低航空器著陸時之速度，以縮短滑行至停止時所
需之跑道距離。
本節不涵蓋其他設備，如安全設備（例如，網）。
（C）地面用飛行訓練器
譬如用於訓練飛機駕駛員之一些裝置，包括下列兩項：
（1）電子控制之飛行模擬器。飛行狀況由若干電子裝置模擬，然後將相當於指定飛行情況下之「感覺」及
讀數之正確混合資料回送至控制器。空中戰鬥模擬機，與供訓練飛行員模擬飛行時的空中戰鬥情況有
關之各種電子或機械系統。
但此型裝備如裝於機動車輛之底盤或拖車上者，則分別列入第 87.05 或 87.16 節（參閱第 87.16 節
之註解）。
（2）一種稱為「鏈環訓練機」裝置，包含一個設於基地上之小型艙，如飛機駕駛員之坐艙，使學員能演習
正常飛行所必須之操作。

零件
本節亦包括上述物品而符合下列規定者：
（i）適合專用於或主要用於此種物品且必須能區別者；及
（ii）必須非第十七類類註規定不得歸入該類者（見相關之註解總則）。
本節不包括主要用以觀察人類在困難飛行情況下（例如：高速加速、缺氧等）反應之設備；此種設備（例如，
裝於轉動臂上之設備用以模擬超音速飛行狀況者）其性質與反射試驗儀器相同，故列入第 90.19 節。
非特別設計專供駕駛員飛行訓練用，而只是作一般航空人員訓練用之設備（例如，大型迴轉儀之模型）亦除
外（第 90.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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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九章
船舶與浮動構造體
章註：
1.─船身、已裝配或未裝配或經拆散之未完成或不完整船舶，或未經裝配或經拆散之完整船舶，如其未具有某一
特種船舶之主要特徵，應歸入第 89.06 節。

總

則

本章包括各種船舶及其他船隻（不論是否自動式者）以及浮動構造物諸如圍堰、登陸板及浮標等；亦包括氣
墊交通工具（氣墊船），其設計可在水面（海、海灣、湖）行駛，但不計其是否可在海灘或登陸板登陸，或亦可
在冰上行駛者（參見第十七類類註５）。
本章亦包括下列兩大類：
（A）未完成或不完整之船舶（例如，未裝配推進機器、航海、儀錶、起重或搬運機器、或內部裝設等）。
（B）任何材料製成之船身。
進口時尚未裝配或分解之完整船舶、船身及未完成或不完整之船舶（不論是否已裝成者），如具有該型船舶
之主要特徵者，視同為某類型之船舶。否則歸入第 89.06 節。
與列入第十七類其他各章之運輸設備之分類辦法相反，本章不包括所有單獨進口之船舶或浮動構造物之零件
（船身除外）及附件，即使可識別作船舶等之零件或附件亦然。此類零件及附件則列入其他適當章節內，例如：
（1）第十七類類註２所述之零件及附件。
（2）木質櫓及槳（第 44.21 節）。
（3）紡織物製成之繩索及纜（第 56.07 節）。
（4）船帆（第 63.06 節）。
（5）船桅、艙口板、跳板、扶手與隔艙壁及船殼之零件等具有金屬結構物之特性者列入第 73.08 節。
（6）鋼鐵鍊（第 73.12 節）。
（7）鋼鐵錨（第 73.16 節）。
（8）船舶推進器及槳輪（第 84.87 節）。
（9）船舵（第 44.21，73.25，73.26 等節）及船隻用其他操縱及舵具設備（第 84.79 節）。
本章亦不包括：
（a）供裝飾用之模型船（例如西班牙式大帆船及其他帆船）（第 44.20、83.06 等）。
（b）第 90.23 節之示範設備及模型。
（c）作戰用之魚雷、水雷及類似軍火（第 93.06 節）。
（d）具車輪而成船型供兒童乘坐用之玩具及其他玩具（第 95.03 節）。
（e）滑水板及其類似品（第 95.06 節）。
（f）供遊樂場迴轉台或其他遊樂用之小船（第 95.08 節）。
（g）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第 97.06 節）。
可在陸上及某種水道（沼澤等）兩者行駛之水陸兩用機動車輛及氣墊車輛，則列入第八十七章之機動車輛類，
而水上飛機與飛艇則列入第 88.0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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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1-遊覽船、旅行船、渡船、貨船、駁船及類似船舶供載客或載貨者。
8901.10-遊覽船、旅行船及類似之主要設計供載客之船舶；及各種渡船
8901.20-油輪
8901.30-冷凍船，不包括第 8901.20 目所列者
8901.90-其他載貨船舶及其他客貨兩用船舶
本節包括各種運送人員或貨物用之船舶，除了第 89.03 節之船舶及救生艇（非划槳船）、運兵船及醫療船（第
89.06 節）之外者；而這些船舶可作外海或內陸航行用（例如，在湖、運河、河流、海灣等處）。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船舶：
（1）郵輪及遊覽船。
（2）各種渡船，包括列車渡船、汽車渡船及小河渡船等。
（3）油輪（運送石油、甲烷、酒等）。
（4）運送肉類、水果等之冷藏船。
（5）各種貨船（油輪及冷藏船除外），不論是否專門用於運送指定貨物。此包括礦砂船及其他散裝貨船（例如
運輸穀物、煤等）、貨櫃船、滾滾（滾上滾下）船及載駁輪船（LASH-typevessels）。
（6）各種駁船、及用以運送貨物有時亦可用以載客之平底駁船與平底船。
（7）水上滑翔船、水翼船及氣墊船。

89.02-漁船；漁獲加工船及其他供漁產加工或調製儲存之船舶。
本節涵蓋供海上或內河捕魚商業用之各種漁船，但不包括漁業用之划槳船（第 89.03 節）。這些漁船包括拖
網船、捕鮪魚。
本節亦包括加工船（例如：供保藏魚類等）。
一般於觀光季節供作旅遊用之漁船亦歸入本節。但是，不包括供休閒用釣船（第 89.03 節）。

89.03-遊艇及其他遊樂或運動用船；划槳船及獨木舟（＋）。
8903.10-充氣者
-其他：
8903.91--帆船，不論是否裝有輔助發動機
8903.92--機動船，但不包括舷外機動力船
8903.99--其他
本節包括各種娛樂或運動用之船舶及所有划槳船與獨木舟。
本節包括遊艇及其他帆船及機動船、小艇、類似愛斯基摩人用之皮船、短槳划船、單人輕舟、腳踏小舟（一
種腳踏之浮板）、休閒用釣魚船、平底船及可摺合或可拆開之小船。
本節亦包括以槳划動之救生艇（其他救生艇則歸入第 89.06 節）。然而，帆板不包括在內（參第 95.06 節）。

目註解：
第 8903.92 目
「舷外發動機」詳述於第 84.07 節之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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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4-拖船和推船。
本節包括：
（A）拖船。此類船隻主要係設計用以拖曳其他船隻者。其類型可用作海洋或內河航運之用者。由於此類具有特
殊外形強化船身、與其船身不成比例之強力引擎，及各種甲板附件設計用以承裝繩索、錨鍊等，故與其他
船隻顯然不同。
（B）推船。此類船隻係經特殊設計用以推動平底船、駁船等。由於其具有獅鼻形之船頭（作推動用）與升高之
操舵室（可以望遠），故極易與其他船隻區別。
本節亦包括推拖兩用之「推拖船」。猶如推船然，此類船隻具有獅鼻形之船頭，但船尾傾斜，以利開路及拖
曳駁船。
設計用於協助遇難船隻之拖船亦包括於本節內。
歸入本節之船隻不供載客或運貨。但得裝配救火、汲水、貨艙加熱等之特種輔助裝備。然而，消防船不列入
本節（第 89.05 節）。

89.05-燈船、消防船、挖泥船、起重船及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船舶；浮塢；浮在水面或
潛入水中之鑽探或生產平台。
8905.10-挖泥船
8905.20-浮在水面或潛入水中之鑽探或生產平台
8905.90-其他
本節包括：
（A）燈船、消防船、挖泥船、起重船及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船舶。
此類船隻係在靜止狀態時執行其主要任務。其包括：燈船、鑽油探船、消防船、各種挖泥船（例如，
抓斗式船或吸泥船）、打撈沈船用之救難船、永久停泊之海空救助浮台、海深測量船、裝設舉重及搬運機
器之平底船（例如：懸臂起重機、起重機、穀物提升船）及明顯作為此等機器底座用之平底浮船。
住宅船、洗濯船及浮動工廠亦列入本節。
（B）浮船塢。
浮船塢係一種浮動之修理工廠，用以取代乾船塢。
通常係Ｕ型結構，由平台及側壁組成，裝有抽水部分可使船身一部分沈入水中，以便待修理之船隻進
入。有時此種船塢可予以拖動。
另有一種浮動船塢可作類似之用途，裝有強力引摯可自身推進。係用以修理或載運水陸兩用車輛及其
他船隻等。
（C）漂浮式或沈浸式鑽探或生產平台。
此類平台一般用於探勘離岸油礦或天然氣。除裝有諸如懸臂起重機、起重機、幫浦、水泥灌漿設備及
儲倉等等鑽探或生產用裝備以外，還設有供工作人員起居之區域。
上述平台係被拖曳或某種情形下自航至探勘或生產區，或有時可從一位置漂行至另一位置者。其主要區分為
下列三大類型：
（1）自動昇降平台，此型平台與工作平台分開，配設有能漂浮之裝置（例如，船身、沈箱等）及於工作場所可
加以降低之伸縮腳，因而可支持於海床上而將工作平台上昇至海平面上。
（2）全浸式平台，此型平台之底層浸入工作場所水中，附在海床上之壓載箱，以使工作平台能穩立於海平面上。
而上述壓載箱可能具有裙部樁柱，以深固於海床中。
（3）半浸式平台，此型平台類似於全浸式平台，其不同處在於其浸入水中部分非固設於海床上。因此，此類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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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平台於施工中，亦藉錨鍊或動力定位器固定其位置。
供探勘離岸油礦或天然氣用之固定式平台，既非浮動式亦非沈浸式者，不包括於本節（第 84.30 節）。
本節也不包括渡船（第 89.01 節）、魚類產品加工船（第 89.02 節）、海底電纜敷設船及氣象船（第 89.06 節）。

89.06-其他船隻，包括軍用艦艇與救生艇，但不包括划槳船。
8906.10-軍用艦艇
8906.90-其他
本節包括非涵蓋於第 89.01 至 89.05 節之所有船舶。
本節包括：
（1）各種軍艦，包括：
（a）供作戰用之船艦，配備各式攻擊武器及防禦武器及包含防禦發射物之屏蔽（例如，裝甲或多重水密隔
堵），或附有水產裝置（抗磁性水雷偵測器）。此類船艦一般配備有偵測與偵聽裝置諸如雷達、聲納、
紅外線偵測器及無線電傳輸干擾設備等等。
此類船艦可由其具較快航速與機動能力，及船員規模與較大燃料槽及供運送與裝置彈藥之特殊彈
藥庫，而與商船區別者。
（b）特殊裝備船艦，此類船艦不攜帶武器或裝甲，但可認定係主要供作戰用，諸如登陸艇或若干艦隊附屬
船艦（例如，供運送軍火、水雷等），運兵船。
（c）潛水艇。
（2）具有軍艦特性之船舶，但供政府當局使用（例如，供海關及警察局）。
（3）救生艇，其置於船舶上及計劃用於置放海岸某處以協助海灘船隻之用者。但藉槳推動之救生艇則歸入第 89.03
節。
（4）科學研究船；實驗船；氣象船。
（5）供運送及泊浮標用之船隻；供設施海底電纜以利用之電信電纜設施船。
（6）領港船。
（7）破冰船。
（8）醫療船。
（9）供處置撈取物用之漏斗式駁船。
本節亦包括「龍式船舶」，例如，由水路運送（用簡單式拖曳）流體及其他物品之可摺疊式機械裝置，由紡
織物撓性外罩所構成，可依其形狀（一般類似雪茄煙）及有各種裝置諸如平衡器、拖曳裝備與浮管等之加以識別。
本節不包括：
（a）平底船（供運送人或物用之平甲板船）（第 89.01 節）。
（b）平底船，明顯地設計用作起重船等之底座者（第 89.05 節）。
（c）中空圓筒浮橋，用以支持臨時橋樑等，及各種筏（第 89.07 節）。

89.07-其他浮動構造物（例如：筏、浮箱、浮力圍堰、棧橋，浮筒及標桿）。
8907.10-充氣筏
8907.90-其他
本節包括不具船舶特徵之浮動構造物。使用時通常均為靜止狀態，並包括下列各項：
（1）中空圓筒形浮橋，用以支持臨時橋樑等。但具有船隻性能之平底船除外（第 89.01 或 89.0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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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裝置活甲殼類動物或魚類用之浮箱。
（3）在海港內供船隻加油、加水等用之浮箱。
（4）供建造橋樑等用之圍堰。
（5）浮動登陸板。
（6）浮標，諸如擊船浮標、標識浮標、燈浮標或鐘浮標等。
（7）標示河道、航行危險等用之標桿。
（8）使船隻再浮起用之用具。
（9）掃雷器用以掃雷之浮動裝置。
（10）各種筏，包括運送海難人員之圓型浮船，其與海水接觸即自動膨脹。
（11）作船塢大門用之浮動構造物。
本節不包括：
（a）潛水鐘係藉外力升降（例如，一種起重工具）之金屬箱所組成；此類通常列入第 84.79 節。
（b）救生帶及救生衣（按照其構造之材料分類）。
（c）帆板（風帆滑水板 sailboard）（第 95.06 節）。

89.08-供解體用之船舶及其他浮動構造體。
本節僅限於第 89.01 至 89.07 節之船舶及其他浮動構造物專供解體用而進口者。此種船隻可能已廢棄或損壞，
其儀錶、機器等在進口前或已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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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
器具；鐘錶；樂器；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
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
（a）用於機器、用具或其他工業用之硫化橡膠製品，硬化者除外（第 40.16 節），皮革或合成皮革製品（第
42.05 節）或紡織材料製品（第 59.11 節）；
（b）紡織材料製之支撐帶或其他支撐物品，其在器官上產生支撐或固定之預期效果，僅源於其彈性。（例如，
產科用帶、胸部支撐繃帶、腹部支撐繃帶、關節或肌肉支撐物）（第十一類）；
（c）第 69.03 節之耐熱製品；第 69.09 節之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d）屬於第 70.09 節之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鏡或屬於第 83.06 節或第七十一章之非光學元件之卑金屬或貴金屬
鏡；
（e）屬於第 70.07、70.08、70.11、70.14、70.15 或 70.17 節之貨品；
（f）第十五類類註 2 所稱之一般用卑金屬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g）第 84.13 節配有計量裝置之幫浦；重錘操作之計數或校正機器或分別申報之天平用砝碼（第 84.23 節）；
起重或搬運機器（第 84.25 至第 84.28 節）；各種切紙或切紙板機器（84.41 節）；第 84.66 節調整工具機
或水刀切削機工作面或工具所用之配件，包括具有讀度用光學裝置者在內（例如，「光學分度頭」），
但該項配件本身之為主要光學儀器（例如，準線望遠鏡）者不在內；計算機（第 84.70 節）；閥及其他
用具（第 8481 節）；第 8486 節的機器及器具（包括將電路圖投影或繪圖在感光性半導體材料上之器具）；
（h）腳踏車或機動車輛用探照燈或聚光燈（第 85.12 節）；手提電燈（第 85.13 節）；電影錄音、聲音重放或
重錄器具（第 85.19 節）；磁性放音頭（第 85.22 節）；電視攝影機、數位相機及影像攝錄機（第 85.25
節）；雷達器具、無線電航行輔助器具或無線電遙控器（第 85.26 節）；光纖、光纖束或纜之連接器（第
85.36 節）；數值控制器具（第 85.37 節）；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第 85.39 節）；光纖電纜（第 85.44 節）；
（ij）第 94.05 節之探照燈及聚光燈；
（k）第九十五章之物品；
（l）第 96.20 節之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
（m）依據組成材料分類之容量測定器；
（n）線軸、紗框或類似支持物（應依據其組成材質分類，例如，歸入第 39.23 節或第十五類）。
2.─除依上述章註 1 規定外，凡本章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所用之零件及附件，應按下列規定分類：
（a）凡零件及附件屬於本章或第八十四章、第八十五章或第九十一章（第

84.87、85.48 或 90.33 節除外）中

任何節所包括之貨品，均應歸入其各節。
（b）其他零件及附件，如係專用或主要用於某一特定機器、儀器或器具者，或適用於同一節下之多種機器、
儀器或器具（包括第 90.10、90.13 或 90.31 節之機器、儀器或器）均應歸入該機器、儀器或器具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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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有其他零件及附件均應歸入第 9033 節。
3.─第十六類類註 3 和類註 4 之規定亦適用於本章。
4.─第 90.05 節不包括裝置於武器上之望遠瞄準器、裝置於潛水艇或坦克車上之潛望鏡或供本章或第十六類之機
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使用之望遠鏡，以上各項望遠瞄準器及望遠鏡均應歸入第 90.13 節。
5.─計量或校正用之光學儀器、器具或機器，如無本章註規定，而能歸入第 90.13 及 90.31 節者，歸入第 90.31 節。
6.─第 9021 節所稱之「整形用具」其意係指用具用於：
─防止或矯正身體的缺陷；或
─疾病、手術或受傷害後用於支持或固定身體的部位。
整形用具包括設計用為調整整形狀況之鞋子和特殊鞋墊，如果其符下列任一條件 （1）個別量製，或（2）
大量生產者，且其為單一不成雙以及設計適合任何一腳同樣可穿者。
7.─第 9032 節僅適用於下列各項：
（a）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深度、壓力或其他可變因素之儀器及器具，或溫度自動控制裝置，其操作
不論是否依受自動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者；其係設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
藉連續性或週期性之量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不受干擾；
（b）電量自動調整器、非電量自動控制之儀器或器具，其操作係依受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者；其係
設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藉連續性或週期性之量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不受干擾。

總

則

(Ⅰ) 本章之內容及排列方法
本章包括甚廣之各種儀器及器具，通常以高度精製及高精密性為其特性。大部分主要用於科學上（實驗室研
究工作，分析，天文學等），特殊科技或工業上（量測或校正，觀測等等）或醫療上。
本章尤其是包括：
（A）不僅包括第 90.01 及 90.02 節之簡單光學元件，亦包括從 90.04 節之眼鏡到用於天文學，照相，攝影或顯微
鏡觀測等複雜之光學儀器及器具。
（B）供某種特定用途而設計之儀器及器具（測量、氣象、繪圖、計算等）。
（C）供醫學、外科、牙醫或獸醫使用之儀器及用具，或供相關用途（放射學、機械治療學、氧氣治療學、整型
外科、復健等）用儀器及用具。
（D）供測試材料用之機器、儀器及用具。
（E）實驗室用之儀器及用具。
（F）供多種計量，校正或自動控制之儀器及器具，無論是否為光學式或電子式，尤其是本章章註 7 所定義之第
90.32 節。
以上部分儀器被指定於一定的節別內，例如：複合光學顯微鏡（第 90.11 節），電子顯微鏡（第 90.12 節），
其他用於特定之科學、工業等之儀器及器具分別在其包含之節別內說明之。（例如，第 90.05 節之天文儀器，第
90.15 節之量測儀器及用具，第 90.22 節之Ｘ光器具等）。本章也包括各種之真空器具，供醫學、外科、牙醫或獸
醫使用者（第 90.18 節）。
一般說來本章說明的皆為高精密性儀器及器具，但也有些例外。例如：本章亦包括護目鏡（第 90.04 節），
簡單的放大鏡及非放大的潛望鏡（第 90.13 節），分規及教學用尺（第 90.17 節）及不考慮其精確性之裝飾濕度計
（第 90.25 節）。
除了本章章註 1 所指不包括之物品外（例如，橡膠或皮革製之墊圈或襯片，及量表用之皮膜），本章中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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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器具及上述物品之零件，可能為任何材質包括：貴金屬或貴金屬塗層之金屬，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
再製）。

(Ⅱ) 不完整或未完成之機器、器具等
（參閱解釋準則 2（a））
具有完整配備或完成物品主要特性之未完成或配備不完整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仍與該等具完整配備
或已完成之物品歸於同節（例如：申報不含光學元件之照相機或顯微鏡，或電力供應錶無累計裝置者）。

(Ⅲ) 零件及附件
（章註 2）
除依本章章註 1 規定者外，零件及附件經證實為專用於或主要用於本章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者，得隨
同其所屬機器用具等歸入同一節。
但這項規定不適用於下列各項：
（1）構成本章或第八十四、八十五或九十一章（第 84.87、85.48 或 90.33 節除外）特別節別所屬物品之零件或附
件。例如：電子顯微鏡用的真空泵仍歸入第 84.14 節之泵內；變壓器、電磁鐵、電容器、電阻、繼電器、燈
或閥等歸入第八十五章；第 90.01 或 90.02 節之光學元件歸入上述節內，不論其將裝配於何種儀器或器具；
鐘錶機構通常歸入第九十一章；照相機，即使是供其他儀器（顯微鏡、光測頻器）使用者亦歸入第 90.06 節。
（2）用於本章不同節別所屬之多種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將歸入第 90.33 節，除非其本身即為
其他節別（見上述（1））所屬之完整儀器。

（IV）多功能或複合機器、器具等；功能單元
（章註解 3）
章註解 3 指出第十六類類註 3 和 4 之規定亦適用於本章（參看第十六類總註解(VI)和 (VII)。
一般而言，多功能機器應按機器的主要功能歸類。多功能機器可執行不同的操作。在無法確定機器的主要功
能時，且如十六類類註 3 條文內容未列出另外之規範，務須應用解釋準則三（丙）。
複合機器、器具是由兩台或多台不同類型的機器或器具組裝在一起的整體設備，各種機器可連續一貫或同時
執行各自的功能，這些功能一般是具有互補，且其屬本章不同節。這種複合機器或器具仍應按其主要功能分類。
為適合上述規定時，各種不同的機器或器具如果是一台機器裝在另一台機器的內部或安裝在其上面，或者兩
者裝在共同基座、框架上或同一機殼之內，應作為一個整體機具看待。
對於機器或器具之組合體，除非其設計各台機器是永久性連在一起使用，或裝於共同基座、框架上或機殼內，
否則不能作為一個整體機具看待。此係在排除暫時性裝配使用的或非正常建構上為複合機器或器具等之組合體。
這些複合機器或器具的基座、框架或機殼得裝配輪子，以便在使用時可移動，但以不因此而具有更明確歸入
本稅則分類某一節下貨品之特性為限（例如車輛）。
地板、混凝土基座、牆、隔板、天花板等，即使以特殊裝配，供安裝機器或器具，不能視為將有關機器或
器具連成一體的共同基座。
當複合機器或器具為某特定專節所屬之貨品，分類時無需引用本章章註 3 適用第十六類類註 3 之規定。
本章包括之功能單體例如：電氣（包括電子）儀器或器具所組成之類比或數位式遙測系統。主要有下列：
(Ⅰ) 發射端裝置：
（i） 初級探測器（換能器，發射器，類比─數位轉換器等）將被測量的任何特性之量轉換成等比例電流、
電壓或數位信號。
（ii）測量放大器與收發基本設備，此等設備用於在必要時，將電流、電壓或數位信號增強至脈衝或調頻發
射器所需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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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脈衝或調頻發射器，將類比或數位信號發射到另一接收站。
(Ⅱ) 接收端裝置：
（i） 脈衝，調頻或數位信號接收器，將傳送過來的資訊轉換成類比或數位信號。
（ii）測量放大器或轉換器，視需要將類比或數位信號放大。
（iii）指示或記錄儀器，刻有主要量之單位，並裝配有機械式指示器或光電顯示器。
遙測系統主要用於石油、瓦斯及生產管線、水、氣體及污水處理設備及環境監視系統。
供遙測脈衝用之有線或無線發射器或接收器仍歸入它們所屬的章節內（第 85.17 節、85.25 節、或 85.27 節）。
除非與上述(Ⅰ)及(Ⅱ)之儀器及器具聯合成一單組件，或形成第九十章章註 3 所述的功能單體；完全組件將歸入本
章。
*
**

除了註解中提到的不包括之物品外，下列各項亦不包括於此章中。
（a）用於機器、用具或供其他專業使用之硫化橡膠製品，但硬質橡膠製者除外（第 40.16 節），皮革或組合皮製
品（第 42.05 節）或紡織材料製品（第 59.11 節）。
（b）第十五類類註 2 所稱一般用卑金屬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c）升降或搬運機械（第84.25至84.28節及第84.86節）；第84.66節所屬用於工具機或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上
調整工作物或工具之配件，包括具有光學讀度裝置之配件（例如：「光學」分度頭），但其本身主要是光
學儀器者除外（例如：校直望遠鏡）；雷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或無線電遙控器具（第85.26節）。
（d）裝配於太空飛行器上之本章儀器或器具（第 88.02 節）。
（e）第九十五章之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他物品，以及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f）依據組成材料分類之容量量測器。
（g）線軸、紗框或類似支持物（應依據其組成材質分+類，例如列入第 39.23 節或第十五類之物品）。

90.01-光纖和光纖束；光纖傳輸纜，第 85.44 節所列者除外；偏光性材料所製之片及板；任何材
料所製之光學用透鏡（含隱形眼鏡）
、稜鏡、反射鏡及其他光學元件之未經裝配者，未經
光學加工之玻璃元件除外。
9001.10-光纖，光纖束和光纖傳輸纜
9001.20-偏光性材料所製之片及板
9001.30-隱形眼鏡
9001.40-玻璃製眼鏡用透鏡
9001.50-其他材料製眼鏡用透鏡
9001.90-其他
本節包括：
（A）光纖、光纖束和光纖傳輸纜，第 85.44 節所列者除外
光纖由玻璃或塑膠不同折射所組成之同心層。從玻璃拉伸出來時會有裸眼看不見之非常薄的塑膠被
覆，可使得光纖不易折斷，光纖通常有數公里長成軸存在。用以製造光纖束和光纖傳輸纜。
光纖束可能是剛性的，即沿著全長利用膠著劑膠結。也有可能是僅在兩端固定之撓性光纖束。相干光
纖束用於傳輸影像，不規則光纖束僅適合於傳輸照明光。
本節之光纖傳輸纜（也許裝有連結器）由一包含一個或數個並不個別鎧裝之鎧裝光纖束組成。
光纖束和光纖傳輸纜主要用於光學器具，特別是第 90.18 節之內診窺視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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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偏光性材料所製之片及板，包括特別處理之塑膠板片或者是一端或二端被其他塑膠或玻璃支持之”活性”
層塑膠板片。
這些板或片材料被切割成各種形狀用以製造下面第（6）項之偏光性元件。
（C）未固定裝配之已光學加工之玻璃製光學元件。以有否經光學加工來區別第七十章和本稅則號別之玻璃光學
元件。
一般玻璃光學加工有二階段，先完成所需之表面形狀（曲率、角度），再予表面拋光。研磨加工表面，
先粗磨而後漸漸細磨，正確的操作為粗磨、細磨、磨光、拋光，最後研磨邊緣使透鏡達到精確外徑，這就
是中心及邊緣之加工。此章節適用之光學元件包括上面所提經研磨拋光以及裝配後再拋光之光學元件，以
及本身全部或部分表面為達光學特性而經拋光之光學元件。本節不適用於預先拋光但未拋光完成之光學元
件。此類元件列入第七十章。
（D）玻璃以外之其他材料製未固定裝配之光學元件。無論有否經光學加工。〔例如：石英（熔凝石英除外），
螢石，塑膠或金屬；光學元件之形成在於氧化鎂、鹵化物、鹼金屬或鹼土金屬等之晶體培養〕。
光學元件的製造係以特定方法產生所需要的光學效果者。光學元件不僅僅只讓光線（可見光、紫線外
或紅外線）通過，其必能藉由某些方法而改變光線通路，例如，反射、衰減、過濾、繞射、準直等。
祇為達到運輸時之保護工作，臨時性的安裝，可視為未經安裝之光學元件。
關於玻璃製光學元件包括：
（1）稜鏡和透鏡。（包括利用膠黏合之複合稜鏡和透鏡）無論有否修邊。
（2）具平面或平行面之板片及圓盤（例如：檢查表面之平面度的帶電試驗板及光學平面）。
（3）眼鏡用透鏡。此類透鏡可能為非球面、球面、球柱面、單焦點、雙焦點、多焦點等。亦包括隱形眼鏡片。
（4）構成光學元件之鏡子。用於望遠鏡、投影機、顯微鏡、內科、牙科、外科儀器。有時亦用於汽車後視鏡。
（5）濾色鏡。（例如：照相機用）。
（6）偏光性元件（用於顯微鏡或其他科學儀器；太陽眼鏡；立體影片觀視鏡等）。
（7）繞射光柵：
（a）高度拋光玻璃在一定區間內割有非常接近之平行線（例如：每公厘有 100 條線）。
（b）重幕光柵。在支持體上有一塑膠或明膠薄膜，如同玻璃正面，薄膜上有原始光柵之線痕。有時這些光
柵如同稜鏡用於光譜研究。
（8）干涉濾光鏡。由一交替薄膜組成，例如在二個玻璃板或兩個 45°玻璃稜鏡之間氟化鎂和銀的夾層（形成立方
體）。用於濾色或將光束分割成二。
（9）半色調或類似印刷屏幕，一般為圓形、矩形（包括正方形）經過過非常仔細拋光之玻璃（原始幕用於照相
凹版或雕刻過程）包括：
（i）被二細平行線蝕刻之二玻璃板，利用特殊漆使其無光澤，在很精確之角度下排列在一起。
（ii）單玻璃片，在通常為方形孔之小孔內蝕刻，並且利用特殊漆使其無光澤。
上列光學元件（透鏡、稜鏡等）也許被上色或者被覆著冰晶石、鈣、氟化鎂等抗反射膜仍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
（a）非為光學元件之培養晶體（通常第 38.23 節）。
（b）第 70.09 節之鏡子。也就是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鏡子。普通平面或弧面鏡子（例如：修面鏡、粉末緊壓用鏡）
歸入第 70.09 節。
（c）第 70.14 節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光學元件（通常為模造）（參見第 70.14 節註解。）
（d）第 70.15 節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例如：隱形眼鏡、矯正鏡片、護目鏡、儀器計盤保護玻璃等之毛胚）。
（e）不構成光學元件之貴金屬鏡（第七十一章），卑金屬鏡（第 83.06 節）。
（f）光纖、光纖束和光纖傳輸纜用之連接器（第 85.3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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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個別被覆光纖組成之光纖電纜（第 85.44 節）

90.02-任何材料所製之光學透鏡、稜鏡、反射鏡及其他光學元件，業經裝配為儀器或器具之零
件或配件者，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元件除外。
-物透鏡：
9002.11--供照相機、投影機或照相放大器或縮影器用者
9002.19--其他
9002.20-濾光鏡
9002.90-其他
除眼鏡用透鏡外（經裝配成為第 90.04 節之眼鏡，有柄眼鏡或其他類似品），本節所包含之物品當在永久安
裝時（裝配在支架或框等），恰當的配合器具或儀器。參看第 90.01 節註解（B）、（C）、（D）。本節之物品
主要設計乃與其他零件配合時能形成專門儀器或儀器之一部分。不包括例如手持放大鏡（第 90.13 節），以及內
科或牙科用鏡（第 90.18 節）等本身即為已裝配之鏡。
基於以上條件本節包括：
（1）供照相機、攝影機或投影機用物鏡、附加鏡、濾色鏡、選景器等。
（2）供顯微鏡或偏光計用之偏光濾鏡。
（3）供天文儀器、雙眼望遠鏡或折射望遠鏡、顯微鏡等用之目鏡及物鏡（包括偏光鏡）。
（4）供物理或化學分析用儀器或器具用之已裝配稜鏡。
（5）供望遠鏡、投影機、顯微鏡、內科或外科儀器用已裝配之鏡。
（6）供燈塔或浮標用，安裝於板條或圓筒上之光學元件（透鏡和稜鏡）。
（7）可明顯識別為光學台附件之已裝配之透鏡。
（8）安裝於半色調或類似印刷屏幕。
光學儀器中物鏡乃面對物品之透鏡系統，而後給予一影像，也許是單一透鏡，但通常為一組透鏡組裝而成。
目鏡（靠近眼睛之鏡）係指光學系統，乃將影像放大用以觀察。
本節不包括：
（a）僅為求達到運輸保護之目的而暫時性安裝之光學元件（第 90.01 節）。
（b）不適合儀器或器具用，經光學加工，業經裝配之玻璃鏡（例如：某些後視鏡、排煙道或排水道檢查鏡、風
洞觀察用特殊鏡）（第 90.13 節）。
（c）裝於盒中之成組透鏡，經設計待裝配於特製之框架專為驗光之用（眼鏡商人用）者（第 90.18 節）。

90.03-眼鏡、護目鏡或類似品用框、架及其零件。
-框及架：
9003.11--塑膠製
9003.19--其他材料製
9003.90-零件
本節包括第 90.04 節（見該註解）之眼鏡或其他物品用框及架及其零件。通常為卑金屬、貴金屬、被覆貴金
屬、塑膠、玳瑁、真珠等材質，有時亦用皮革、橡膠或紡織物，例如：護目鏡用框架。
框之零件包括：鏡邊、鏡邊芯心、鉸鏈、接榫、鏡圈、鼻樑架、管嘴、夾鼻眼鏡用彈簧裝置，長柄眼鏡用手
柄等。
卑金屬螺釘、鏈條（無安全裝置）和彈簧等並不列入裝配之零件，而應歸入其本身應屬之節（見本章章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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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節不包括不屬於第 90.04 節之眼鏡用之裝配物及其零件。例如：眼科醫生檢查眼鏡用專用眼鏡（第 90.18 節）
。

90.04-眼鏡、護目鏡及類似品，供矯正目力、保護眼睛或其他用途者。
9004.10-太陽眼鏡
9004.90-其他
本節之物品（通常由裝有透鏡、玻璃或其他材質遮蔽之框或支架組成）用於眼前方，通常為矯正視力缺陷或
者是防砂、煙霧、氣體或強光，用以保護眼鏡。亦包括立體影片觀視鏡（三次元）。
眼鏡，夾鼻眼鏡，長柄眼鏡，單片眼鏡等用以矯正視力者，通常使用經光學加工之透鏡。
保護眼鏡及護目鏡一般由平面或弧度圓片普通玻璃（無論有否經光學加工或著色）安全玻璃，塑膠（聚甲基
丙烯酸甲酯、聚苯乙烯等），雲母，金屬（金屬線網或槽溝板）等組成。這些物品包括太陽眼鏡，以及供登山或
冬季運動用眼鏡，供航空人員、汽車駕駛員、機車騎士、化學人員、焊工、鑄造工人、造模工人、噴砂機操作工
人、電工、築路工人、礦工等使用之護目鏡。
本節亦包括潛水護目鏡；活動眼鏡（例如：太陽眼鏡）配合其他眼鏡使用（一般為矯正眼鏡），為保護用濾
光鏡或者為附加矯正透鏡；裝有供立體影片觀視用塑膠透鏡（無論是否有紙板鏡框）之偏光眼鏡。

零件
眼鏡或類似品用框和架以及其零件，列入第 90.03 節。未經光學加工之玻璃目鏡列入第 70.15 節，其經光學加
工者列入第 90.01 節。玻璃以外之其他材料製目鏡，如構成光學元件歸入第 90.01 節，否則歸入本節。
*
**

本節僅包括掩護眼睛用之眼鏡等物品，不包括覆蓋或保護大部分臉部之物品（例如：焊接用遮光面具、機車
騎士用擋風玻璃或風鏡潛水用之面罩）。
本節不包括：
（a）第 90.01 節之隱形眼鏡。
（b）附眼鏡架之觀劇鏡、觀賽跑鏡及類似品（第 90.05 節）。
（c）玩具眼鏡（第 95.03 節）。
（d）狂歡節用眼鏡（第 95.05 節）

90.05-雙眼及單眼望遠鏡、其他光學望遠鏡及其架座；其他天文儀器及其架；但不包括無線電
天文儀器。
9005.10-雙眼望遠鏡
9005.80-其他儀器
9005.90-零件及附件（包括架座）
本節包括：
（1）雙眼望遠鏡，有觀劇望遠鏡、旅行或打獵用雙眼望遠鏡、軍事用雙眼望遠鏡（包括夜視鏡和某些潛望式雙
眼望遠鏡）以及製成眼鏡型狀之雙眼望遠鏡。
（2）供打獵、旅行、海上、打靶場、休養地（觀察景色或天際）用望遠鏡。可為單件式（袖珍式或其他望遠鏡），
或者附有調焦之滑動件。有時固定在架子上。某些望遠鏡有時需投硬幣後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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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文折射望遠鏡。不像反射望遠鏡之物鏡具有一個鏡。折射望遠鏡之物鏡乃由一系統之透鏡組成。甚至有
些直徑很大。他們不附有會導致光線漏失之直立目鏡。
本節包括供視覺用、視覺和照相用、或僅供照相用之折射望遠鏡。裝有照相機之折射望遠鏡，而此照
相機乃該儀器上之完整性零件，則列入本節。反之照相機當列入第 90.06 節。
（4）反射望遠鏡，係主要之一般性天文儀器。物鏡可能由一具直徑相當大之凹面拋物線鏡組成，產一次影像；
其反射面鍍銀或鍍鋁。
反射望遠鏡通常安裝於具可觀設備之大結構體之機架上。裝有照相機之反射望遠鏡，而此照相機為該
儀器之完整性零件，則列入本節。反之照相機當列入第 90.06 節。
本節包括施密特反射望遠鏡，有時亦稱作施密特相機。僅用在天文照相上。使用一球鏡及一平行該鏡
弧心之校正板，影像即錄於凸軟片之焦點上。
（5）天文望遠鏡裝配有光倍增器或影像轉換管。此型之望遠鏡，入射光之能量用於來自光電表面上之自由電子。
電子被放大和被量測用以顯示望遠鏡最初所吸到光的總數，或者被調焦（例如：使用磁透鏡）在照相板或
螢光幕上形成影像。
（6）中星儀，用於觀察位於子午線上方，天空中的物體明顯的變遷（由於地球回轉），包括一個安裝於東西向
水平軸，可在子午面內移動之望遠鏡。
（7）赤道望遠鏡。安裝於赤道架上，可允許望遠鏡繞平行地球（極軸）之軸和繞其他垂直前者（赤緯軸）之軸
移動。
（8）天頂儀，可繞一水平軸和垂直移動之望遠鏡。
（9）地平經緯儀或方位圈。繞一水平軸移動之望遠鏡，其框架繞一垂直軸移動。用來量測高度度和地平徑。經
緯儀與其原理相同，但體形較小，供測量用並不歸入本節（第 90.15 節）。
（10）定天儀，係指便於觀察天文之儀器，特別指可將一部分天空反射內垂直或水平固定儀器者（望遠鏡、太陽
分光攝影儀）包括二面平面鏡，其中一個由鐘錶機構控制，每 48 小時迴轉一週。
定日儀及定星儀乃天文上使用之特殊型式的定天儀。用於測量上，亦稱為定日儀者，則不列入本節（第
90.15 節）。
（11）日光攝譜儀和日分觀測儀，乃研究太陽之儀器。
太陽分光攝影儀用來拍攝任何需要波長之太陽光。其中裝置有裂口之分光儀。取代目鏡，僅容許所需
要之波長之光通過到達照相板。太陽分光儀與太陽分光攝影儀操作原理相同，但使用一快速振盪之裂縫，
可以肉眼觀察太陽。其他方法（例如：有一固定裂縫之旋轉玻璃三稜鏡）亦能獲得相同結果。
（12）量日儀，由一個望遠鏡和沿著直徑分為二個可移動半體之物鏡組成。用來量測太陽角度和天空二個物體間
之角距離。
（13）日暈記錄儀和類似儀器，除了日全蝕外，用來觀察太陽的日暈。
本節亦包括某些望遠鏡及更特別的雙眼望遠鏡，它們係利用紅外線光和影像轉換管將放大增強的紅外線圖
像，轉換成肉眼可見的圖像；這類紅外線儀器一般在夜間使用，特別是供軍用。本節另亦包括望遠鏡、雙眼望遠
鏡及其類似品，利用光的放大器（亦稱為圖像增強器）增加亮度，使視覺界限以下之圖像達到可看見的程度。
無論如何，依據本章章註 4，本節不包括武器上用之望遠鏡瞄準器，潛艇及坦克上用之潛望式望遠鏡。以及
本章或第十六類所屬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上使用之望遠鏡。（例如：裝備在經緯儀、水平儀或其他測量儀器
上用之望遠鏡）（第 90.13 節）。

零件及附件
除依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包括所屬物品之零件及附件。包括：框、殼、管、架
等。精細測微計用於赤道望遠鏡、量測行星直徑。（此裝置有一刻度盤安裝於望遠鏡目鏡處，並裝配有二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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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和一條活動線）；吉率驅動器利用馬達去驅動天文儀器。
*
**

本節不包括：
（a）供安裝或便於使用儀器之上層結構物（圓頂、平台、控制板等），應列入其適當節別（例如：列入第十五類）。
（b）單獨存在之鏡、透鏡、稜鏡等光學元件（第 90.01 或 90.02 節）依情況而定。
（c）用於天文上比較天空照片而藉以發現新星之閃光顯微鏡（第 90.11 節）。
（d）“門眼”或門禁觀察器（第 90.13 節）。
（e）根據星辰來確定地面方位的儀器。例如：六分儀（第 90.14 節）。
（f）用於研究光譜圖的顯微光度計或顯微密度計（第 90.27 節）。
（g）天文鐘（第九十一章）。

90.06-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除外）；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第 85.39 節之放電燈泡除外。
9006.30-照相機，專供水中、航空測量或內臟器官之內科、外科檢查用；供比較照相機，
供法醫或犯罪學上用者
9006.40-瞬間拍印照相機
-其他照相機：
9006.51--裝有透過鏡頭之選景器（單鏡頭反射），供寬度不超過 35 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9006.52--其他，供寬度小於 35 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9006.53--其他，供寬度 35 公厘之膠捲使用者
9006.59--其他
-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
9006.61--放電式燈泡（電子式）閃光器
9006.69--其他
-零件和附件：
9006.91--照相機用
9006.99--其他
(Ⅰ)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除外）
本節包括各種照相機（電影攝影機除外），不論是專業用或業餘用，亦不論是否帶有光學元件（物鏡、選景
器等）。照相機係藉由光學系統的曝光，導致對軟片、感光板或紙的化學變化。且還須進一步的處理過程，以產
生眼睛能看的圖像。
有許多不同型式之照相機，但一般常用者常由暗室、鏡頭、快門、遮光板、照像底片或軟片夾及選景器等部
分組成。
因特性不同而有各種不同種類之照相機，如：
（A） 盒式照相機；最簡單的型式。
（B）摺疊或可摺疊照相機，供照相館或業餘攝影者用。
（C）反射相機，利用特殊稜鏡（單透鏡反射）將物體之影像從鏡子反射到選景器，此外另有一個二次物鏡；將
影像反射至照相機頂部之銀幕（雙透鏡反射）。
（D）袖珍型相機，通常使用軟片盒，有些型式使用碟片。
此類相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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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體相機，裝有二個匹配的鏡頭及一個快門，可同時使二個影像曝光。
（2）全景相機，用於拍照寬闊之全景或一長列之人群。可繞一垂直軸均勻迴轉，使用一通過照片或軟片之垂直
窄縫曝光。
（3）記錄相機，一般不具有快門，軟片在透鏡後連續移動。通常結合其他器具（例如：陰極射線示波器）記錄
瞬間和超速之現象。
（4）瞬間拍印照相機（手提式或箱型式），完成曝光後自動進行沖洗，因此在短時間內即可取得拍成的照片。
以硬幣、代幣或磁卡操作的箱型式瞬間拍印照相機，仍歸入本節而非第 84.76 節。
（5）廣角鏡頭照相機，能拍攝相當廣大景象範圍，特殊的廣角鏡頭可用於攝取地平線上全方位的景象。超廣角
照相機當其與快門同步曝光時旋轉鏡頭。
（6）“用後即可丟棄的”照相機，亦稱“單次使用”或“一次性使用”照相機，其軟片事先已經配置，一般使
用過後不再替換。
（7）景觀式照相機，包括具有可撓性的伸縮腔，其附著有前後面板擺動於一堅硬的底座上。前面板固定的鏡頭
係裝配於一板上，而後面板含有軟片托盤。伸縮腔可連結鏡頭板至軟片托盤，允許它們自由移動到其他相
關地方。
（8）裝有氣密或水密罩的照相機，用於水下攝影。
（9）帶快門自動釋放裝置的照相機（例如，裝有電子操作快門者）。它們用時鐘運轉體進行控制，可有規律的
在每段時間裡進行一連串的拍攝。這類照相機亦包括專門用於進行偷拍的照相機。以及供不具拍照知識亦
會使用的照相機。其快門釋放裝置的電路中裝有一只光電管，有的外型就像一只小型手錶。
（10）航空測量照相機，可按預定的時間間隔進行連續拍攝，用重疊拍攝的方法獲得條幅式地形相片。某些航空
測量照相機配備有幾個鏡頭，可進行垂直和傾斜航空拍攝。此類照相機亦包括用於航空攝影測繪。
（11）大地攝影測繪用照相機，由固定在三角架上的兩部相聯照相機構成，用於進行同步拍攝。這類照相機主要
用於考古學研究、古蹟維修及道路災害拍攝等。
（12）供法庭或犯罪學用的比較照相機，這種照相機可同時拍攝兩個物體並進行圖像比較。它們用於鑑定指紋、
查驗偽造文件等。
（13）醫療或外科用照相機。例如，可插入胃中，用於檢查並診斷胃病的胃鏡照相機。
本節不包括使用於此種目的的影像攝影機（第 85.25 節）。
（14）縮影用照相機。
（15）複印文件（信函、收據、支票、匯票、定單等）用的照相機，亦包括將文件照相紀錄到縮影膠捲、縮影膠
片或其他縮影軟片以及感光紙上的攝影儀。
（16）雷射光圖機，其係藉由雷射光束之方法，在感光性軟片上，製作一般為數位格式之隱性〝印刷電路板〞之
圖像（其最終係應用於印刷電路板之生產）。它係由鍵盤、銀幕（陰極射線管）、光柵圖像處理器及圖像
重放器所構成。
（17）以照相製版法製取印版或印版滾筒用的照相機，這類設備體積一般都較大，並且與上述其他類型的照相機
有明顯的不同。它們包括：
（i） 垂直和水平式製版相機，三色版相機等。
（ii）用於照攝事先由人工或機器固定選之銅鋅板之相機。
（iii）圖例（照片、透明畫等）選色器由一個光學裝置和電子計算器組成，使用網孔玻璃及矯正底片製造印
刷版。
（iv）雷射光圖機，其係藉由雷射光束之方法，在感光性軟片上，製作一般為數位格式之隱性圖像（例如，
彩色幻燈片其供使用於重放具連續色感之數位式圖片）。有關重放影像，首須選擇其原色（藍綠色、
紫紅色及黃色），然後每一顏色藉由自動資料處理機或光柵影像處理器分別轉換成光柵化數據。光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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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理器可裝於光圖機內。
印刷製版或滾筒用影像複印器或熱複印器應列入第 84.43 節。照相放大或縮影器具列入第 90.08 節。

(Ⅱ)照相用閃光器及閃光燈泡
此類包括在照相暗室或照相製版工作，供專業或業餘人員照相用閃光器具及閃光燈泡。
此裝置產生一極短暫之亮光（閃光），與第 94.05 節之照相照明設備不同。
照相閃光可用電氣式或機械式發熱裝置或放電式燈泡得到（見第 85.39 節註解）。
包括：
（1）單獨之閃光燈泡
燈泡封入活性物質和發熱裝置（燈絲或電極），利用電流造成化學反應發熱產生亮光。一個閃光燈泡
僅可使用一次。
最普通之閃光燈泡為：
（i）具合金線或細條之氧充填燈泡，例如：鋁、鋯、鋁鎂或鋁鋯合金線或細條。
（ii）由一種或多種金屬粉末（例如：鋯），混合氧化劑造成之球型混合物，黏附於每個電極上之燈泡。
（2）立體式閃光燈泡
由 4 個閃光燈泡和 4 個反射器構成。每個燈泡用電依次發熱或是利用機械式衝擊爆炸材料發熱。
（3）電池式閃光燈
由電池和電發熱式閃光燈泡或立體式閃光燈泡所組成。由照相機快門上之同步器操作。
放電式燈泡閃光器具較複雜，無論視為單體或多元件體，其通常包括：
（A）一個主要電瓶或蓄電池電源組。利用電容器之充電及放電原理工作。通常由相機快門上之同步器控制。
有些型式可改變閃光強度和持續時間。
（B）附有支架和反射器之放電式燈泡。
（C）一個控制燈泡。
（D）連接附加閃光燈泡之插座一個。
電源組沒有閃光燈泡架及反射射器，但包括釋放附裝置及（可能）供改變閃光強度和持續時間之輔助
設備，放電元件除外，視為具必要特性之不完全器具，歸入本節。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的零件及附件亦歸入本節。這些零附件包括：
相機機身、伸縮腔、球窩式雲台、快門及光圈、快門（包括延遲動作）釋放器、底片或膠捲暗盒、遮光罩、供法
庭攝影時安裝於照相機用的特別台架或底座（這些通常包括：放電燈泡和具可調整的校準桿以供改變照相機的高
度）。
然而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除外(第 96.20 節)。
*
**

本節不適用於供其他目的使用，附有照相裝置之儀器，例如：望遠鏡、顯微鏡、光譜儀、頻譜觀測儀。當相
機單獨存在時，既使是某一儀器（望遠鏡、顯微鏡、光譜儀、光經緯儀、頻譜觀測儀等）之特別零件，仍歸入本
節，而不將其歸入該儀器之零件。
本節不包括：
（a）半色調或類似印刷屏幕（第 37.05、90.01、90.02 節等，視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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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影像複印器及熱複印器（第 84.43 節）。
（c）數位照相機背面板（第 85.29 節）。
（d）電子閃光放電式燈泡（第 85.39 節）。
（e）第 90.08 節的照相放大和縮小器。
（f）影像複印器及熱複印器（第 84.43 節）。
（g）電子繞射器具（第 90.12 節）。
（h）照相測距儀（第 90.15 節），曝光計（第 90.27 節），不論是否可安裝於相機上使用者。
（ij）Ｘ光繞射照相機（與Ｘ光器具配套使用，用於檢驗晶體）及放射照相器具（第 90.22 節）。

90.07-電影攝影機及放映機，不論是否附有錄音機或聲音重放器具。
9007.10-攝影機
9007.20-放映機
-零件及附件：
9007.91--攝影機用
9007.92--放映機用
本節包括：
（A）電影攝影機（包括顯微電影攝影機），原則上與第 90.06 節之照相機類似，但具可快速連續拍攝一系列畫面
之特性。
（B）可同時拍攝影像及聲音之電影攝影機。
（C）電影放映機，係用於投射放映電影片（不論影片上是否錄有音軌）的固定式或手提式器具。電影放映機具
有一個主要由光源，反射器、聚光鏡及投影透鏡構成的光學系統，另有一個一般由馬氏間隙機構構成，用
於拉動影片間歇的通過光學系統的機械部分。影片的移動速度通常與原攝製時的速度相同，並且在通過片
門時光路會被遮斷。電影放映機的光源一般為電弧燈，但也有使用白熾燈。電影放映機可裝置有回片裝置
及風扇。某些放映機可裝置冷藏水冷卻系統。
本節另外還包括一些特殊之電影放映機。例如：不同程度投影放大在一個光學平面，供照相珍品之精確研究。
畫面可能是單張檢查或是每秒連續檢查數張。反之，供影片剪接用動態觀視器不歸入此節（第 90.10 節）。
電影放映機可併裝有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它們裝設有一個內設有一光電放音頭和電荷耦合裝置的閱讀機。
大部分商業影片的音軌是印製成類比及數位雙格式。類比格式音軌是印在畫格與鏈齒孔眼之間，但是，數位格式
音軌是印在鏈齒孔眼外部影片的邊緣或鏈齒孔眼之間。有些商業影片僅在影片的邊緣印有一類比音軌和數位時碼
資料，其數位音軌未印在影片上，而是單獨的紀錄在唯讀光碟（CD-ROM）上。當影片經過閱讀機光電聲頭讀取
類比音軌和電荷耦合裝置讀取數位音軌，或屬後者從唯讀光碟（CD-ROM）上讀取時碼資料可確保聲音與投射影
片同步。雙格式音軌印製者，在某一音軌格式損害時，或聲音重放器具不具有雙格式讀取功能時，能使一個聲音
得以重放。
其他的電影放映機按影片音軌的錄製方式而裝有光電或磁性放音頭，或者同時裝有兩種放音頭以供選擇使
用。
本節亦包括不論是用於影片工業或業餘者用之電影攝影機。及一些特殊型式之電影攝影機，例如：供飛機上
使用者（空中攝影）；潛艇用防水攝影機；彩色、立體或「全景」影片之攝影機場及放映機。
不具光學零件之攝影器其亦歸入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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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物品所屬的零件及附件亦歸入本節。這些零附件包
括：攝影機機身、台架、球窩式雲台、用於消除電動機噪音的殼套（防聲罩）（但以紡織材料所製者應歸入第 59.11
節）、可作為放映機機座架的手提式電影放映機箱殼、影片清潔裝置（實驗室設備用的這類裝置應歸入第 90.10
節）、多層軟片循環捲盤係設計可從電影放映機同時供應影片及倒回影片者。
然而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除外(第 96.20 節)。
*
**

有關裝附於電影攝影錄像器之儀器及器具（例如：顯微鏡、頻譜觀測儀），見第 90.06 節之相關註解。
*
**

本節不包括：
（a）升降及搬運機器（例如：攝影機移動台車）（第八十四章）。
（b）微音器、揚聲器及聲頻擴大器，但裝附於本節儀器上，且構成該儀器必要部分者除外（第 85.18 節）。
（c）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以及電視影像及錄放音或聲音重放器具（第 85.19、或 85.21 節）。
（d）光電放音頭（第 85.22 節）。
（e）電視攝影機（第 85.25 節）。
（f）影像投射機（第 85.28 節）。
（g）電影攝影實驗室用器具和裝備，例如，黏接工具、編輯用桌等（第 90.10 節）。
（h）玩具電影放映機（第 95.03 節）。

90.08-影像放映機，電影放映機除外；照相（電影用除外）放大器及縮影器。
9008.50-放映機、照片放大機及縮片機
9008.90-零件及附件
（A）前節之器具供放大的動態影像放映至銀幕上，此節之儀器供放映靜止影像用。最普通型式為幻燈投影（或
透明體用幻燈機），用來投影透明物體（幻燈片或投影片）的影像。該器具使用二個透鏡：第一個是聚光
鏡，第二個稱作放映透鏡，光源在其上形成一個影像。透明圖片放置於二透鏡之間，因此放映透鏡將透明
圖片的影像放映在銀幕上。一個高功之燈源被使用，利用反射器聚光。幻燈片可用手動、半自動（由操作
人員利用電磁鐵或馬達控制）或自動（利用定時器）換片。
這種透明體用幻燈機（頭上放映機）具有一個大物場，供書寫或印好的原文投影到透明圖片正片上。
不透明體用幻燈機，供強烈照明的不透明體之放大影像放映到銀幕上。光源直接照射在物體表面，從
該面反面反射後，藉一透鏡放映到銀幕上。
反射映畫器可當作透明體用幻燈機，也可當作不透明體用幻燈機。
本節包括幻燈機及其他靜止畫面放映機、用於學校、講演室等；光頻放映機；放映放射照片用儀器；
放大縮影捲裝軟片、縮影軟片或其他形式縮影軟片之閱讀機，不論是否附帶用於文件影像複印；以及包括
製備印刷版及滾筒用放映器具。
本節亦包括附有小型銀幕之放映機、幻燈片放大影像投射在其上。
（B）本節亦包括照相（電影用除外）放大器及縮影器。通常包括一個光源、一個擴散銀幕或一個聚光透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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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底片夾、一個或多個具調焦裝置（通常為自動）物鏡，以及一個支持感光相紙之相架。這些零件安裝於
一個可調節的垂直或水平支架上。
用於印刷工業，供製備印刷版或滾筒用的照相放大器及縮影機亦歸入本節。
*
**

上面所提到的器具，不論是否裝配有光學零件，均歸入本節。但個別申報之光學元件除外（第 90.01 或 90.02
節，視情況而定）。

零件及附件
除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的零件及附件亦歸入本節。這些零附件包括：
本體、框架及支座、放大機遮光框、縮微膠捲或縮微平片送入器。
*
**

本節不包括：
（a）半色調或類似印刷屏幕（第 37.05、90.01、90.02 節等視情況而定）。
（b）附有一光學系統的縮影軟片影像複印器具，具有一個小型玻璃影像定位銀幕（第 84.43 節）。
（c）將電路圖投影在感光性半導體材料上的器具（光罩投影校準）（第 84.86 節）。
（d）放映機、投射面板、顯示單元或監視器（第 85.28 節）。
（e）電影縮影及放大器具（例如：用於拷貝原版不同尺寸影片者）（第 90.10 節）。
（f）複合影像投影之光學顯微鏡（第 90.11 節）。
（g）裝附有一個單放大鏡；用於檢查照相幻燈片檢視器（第 90.13 節）。
（h）照相測量失真─矯正（補正）器具（第 90.15 節）。
（ij ）輪廓投影機（第 90.31 節）。
（k）玩具魔術幻燈機（第 95.03 節）。

[ 90.09 ]

90.10-本章未列名之照相（包括電影）沖印室用器具及設備；負片顯示器；放映用銀幕。
9010.10-照相（包括電影）軟片或捲裝相紙自動顯影或自動將已顯影軟片曝光於捲裝相紙
之器具及設備
9010.50-其他照相（包括電影）沖印室用器具及設備；負片顯示器
9010.60-放映用銀幕。
9010.90-零件及附件
(Ⅰ)本章未列名之照相（包括電影）沖印室用器具及設備
此類器具及設備包括下列各項：
（A）自動機器，供成捲膠捲顯影用或供已顯影成捲相紙曝光用。
（B）專用影片顯影槽，用金屬、塑膠、陶瓷等製成。通常均帶有支棒、把影片從沖洗液中取出的籃子等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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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顯影槽亦可用於對影片進行漂清、定影及水洗。
（C）明顯專門用於照片洗印的特製盤（用塑膠、不銹鋼、搪瓷等製成），但不包括亦可作其他用途的盤子（例
如：也可供實驗室或醫院用的普通盤）。
（D）底片冲洗槽，包括迴轉式冲洗器具。
（E）照片乾燥器，上光機及乾燥上光機（單面、雙面、迴轉式等）；乾燥機（手動式等）；橡皮滾子；明顯裝
於上述器具或單獨使用的拋光不銹鋼板片及鍍鉻板片。
（F）接觸式印相用印相框，包括真空印相框（用金屬或金屬及木材製成）；印相機（供專業或業餘攝影者等使
用），以及不帶顯影器，僅作曝光用的受照夾架。
（G）照相及電影沖印室專用的影片剪切器及器具。
（H）修飾底片用的專用底片夾。
（IJ）照相用乾黏貼機。
（K）電影沖印室專用機器及器具，例如：
（1）影片顯影機，不論是否為自動。
（2）影片切割機（例如：將 35 厘米之影片切割成二個 16 厘米的影片）。
（3）印片機及電影縮小器及放大器（光學印片器）。
（4）光學效應機。
（5）音響控制器。用於剪接及影片聲音同步。
（6）錄音器具，降速及放大影片音跡之影像，複製於一紙條上，供同步及配音使用。
（7）影片清潔機。供底片複印前處理破舊底片用機器；清潔及處理聯合機；清潔底片用機器。
（8）上臘機、在影片乳膠被覆面的兩邊緣，附附著一層很薄的臘。
（9）接片器（接合機）（手操作或踏板操作者等）。
（10）影片剪接機。這些也許裝配有一個影片頭及一個放音頭。此器具可用於例如：影像與音跡同步。
個別申報的影片頭，及裝配有放音頭的裝置，在同步台上與影片監視器一起使用者，亦歸入本
節。但是個別申報的放音頭不包括於此（第 85.22 節）。
（11）影片複印穿孔記號機。
（12）剪接台，供處理影片用；裝配有一個軸迴捲器。影片專用迴捲器捲繞底片用（例如：沖印後）；影
片呎數計算器，用以檢查影片長度（個別進口的計數機件不包括在此，見第 90.29 節）。
（13）影片字幕器。
（14）影片監視器，供剪接電影印片用，這些監視也許結合錄音或聲音重放器具。
（L）影片監視器，供靜止影像用。在照相沖印室用以檢查照相底片。
（M）用於複製圖樣的專用設備（第 84.43 節的影印機除外），例如：以氨熏法使特殊曬圖紙顯影的設備。

(Ⅱ)負片顯示器
負片顯示器主要用於檢查醫學放射照相或無線電傳真照片。有非常不同的型式，從安裝於牆壁上的燈箱到自
動供片放射照相監視器。

(Ⅲ)放映用銀幕
這些銀幕用於電影院、學校、講演室等。包括供三次元圖像放映銀幕；攜帶型銀幕，可捲收或放入盒內，供
裝設於三角架上、桌上、或懸吊於天花板上。
它們通常由被覆著白色，銀色或玻璃晶粒（微球狀）的紡織品製成，或由塑膠板製成；這些紡織品或板通常
均有打孔。要歸入本節，無論如何，它們必須能清楚地被認定（例如，利用折邊、邊緣、眼孔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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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零件及附件可確認為專用於或主要用於本節的器具或設
備者，亦歸入本節。
*
**

本節不包括：
（a）照相（包括電影）工作室設備。如：照明器具、反射器、聚光燈、電氣照明燈及燈管，音效設備，麥克風架，
佈景等；這些歸入其相應之節。
（b）半色調屏幕或類似印刷屏幕（第 37.05、90.01、90.02 節等依情況而定）。
（c）任何種類的紙或紙板切割機（第 84.41 節）。
（d）將電路圖投影在感光性半導體材料上的器具（第 84.86 節）。
（e）揚聲器、微音器及聲頻擴大器，但裝附於本節儀器上且構成為該儀器必要部分者除外（第 85.18 節）。
（f）供攝錄文件於縮影膠捲、縮影膠片或其他縮影片用照相機（第 90.06 節）。
（g）Ｘ光螢光幕及增強幕（第 90.22 節）。
（h）曝光計算盤及尺（第 90.17 節），曝光計、光度計、密度計、比色溫度計（第 90.27 節）。
（ij）手操作編號打印器（第 96.11 節）。

90.11-複式光學顯微鏡，包括顯微照相、顯微攝影或顯微放映用者。
9011.10-立體顯微鏡
9011.20-其他顯微鏡，供顯微照相、顯微攝影或顯微放映用者
9011.80-其他顯微鏡
9011.90-其零件及附件
在第 90.13 節之放大鏡僅具有單段、低倍率之放大率，本節中之複式光學顯微鏡有第二段放大觀察物體已放
大之影像。
一個複式光學顯微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Ⅰ) 包括一個產生物體放大影像之物鏡，及將被觀察之影像再次放大之目鏡所組成的光學系統。該光學系統裝
附有一個從物體下方照射之照明設備（反射鏡被外部或內部之光源照射），及一組聚光透鏡直接將光束從
反射鏡照到物體。
(Ⅱ) 一個試件台，一個或二個目鏡夾持管（依照顯微鏡是單眼或是雙眼型式）及一個物鏡夾持器（一般可迴轉）。
全部固定於試驗台上，有分度盤或支架及可比能附有各種調整附件。
此節包括教師以及非專家所用之顯微鏡，以及工業用及研究用之顯微鏡；不論進口時是否裝有光學元
件（物鏡、目鏡、反射鏡等）仍歸入本節、本節包括：萬能顯微鏡、偏光顯微鏡、冶金顯微鏡、立體顯微
鏡、相差及干涉顯微鏡；反射顯微鏡，附有繪圖附件之顯微鏡；檢查鐘錶寶石之特殊顯微鏡；附有加熱或
冷凍台之顯微鏡。
特殊目的使用之顯微鏡包括：
（1）旋毛蟲鏡，為投影顯微鏡之一種，用來檢查可能有蟯蟲之豬肉。
（2）在某些製造過程中，用來量測或檢查操作之顯微鏡；這些也許為一般常用型，或可能為配合機器使用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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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型式。這些用具包括比較顯微鏡（與標準件比較表面精度），座標讀數顯微鏡（定出鐘錶零件之位置）；
工具製作或其他量測顯微鏡（檢查螺紋、輪廓、切齒刀或切削刀具輪廓等）；小型攜帶型顯微鏡直接放置
於被檢查之物體上使用（用於布氏硬度試驗、印字機鉛字、印刷刻版等）；中心顯微鏡（裝在工具機主軸
上，代替工具，使在加工前工作能進入正確位置）；等。
部分上面最後提到的儀器（例如：供檢查加工件輪廓用者），可能裝配有投影裝置，通常為固定在顯
微鏡頂部的小型圓形銀幕。
（3）實驗室量測顯微鏡，例如：供量測光譜圖之線間距用。
（4）外科顯微鏡，供外科醫生對身體某一極小部分手術時用，它們的光源可產生獨立光的路徑，以提供一個三
維圖像。
*
**

本節亦包括：
（A）顯微照相用顯微鏡及顯微攝影用顯微鏡。除了在視覺上觀察試片，亦允許照相記錄所放大的影像。它們可
為永久附加有照相機或攝影機之顯微鏡（通常專供此類目的使用），或者是將一般照相機或攝影機當作為
簡單附屬裝置，暫時性的固定於普通顯微鏡上。
供顯微照相或顯微攝影用之照相機或攝影機，分別進口時，不包括在此（第 90.06 或 90.07 節）。
（B）複式放大顯微放映用顯微鏡，藉裝附在器具上之顯微鏡，供水平或垂直放映放大影像。它們裝配有特殊顯
微鏡能快速改變焦距，用在教育、科學及醫學示範室，科技實驗室等。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可確認為專用或主要用於顯微鏡之零件及附件，亦歸入
本節，這些包括：試驗台（托架、底座等）；目鏡支持管及迴轉物鏡夾管（不論是否裝有透鏡）；試件台（包括
加熱或冷凍台）；試片導塊；能描繪影像之光學附加裝置；光圈調格槓桿等。
*
**

本節亦不包括：
（a）玻璃製之試樣蓋片或載片（第 70.17 節）。
（b）眼科用雙眼式顯微鏡（第 90.18 節）。
（c）顯微鏡研習用幻燈片（第 90.23 節）。
（d）顯微鏡檢查用切片機；折射計（第 90.27 節）。
（e）輪廓投影機及其它附有光學裝置供檢查機械零件用之器具，並非顯微鏡或顯微投影器具。例如：光學比較器，
量測台等（等 90.31 節）。

90.12-光學顯微鏡以外之顯微鏡；繞射器具。
9012.10-光學顯微鏡以外之顯微鏡；繞射器具
9012.90-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
（A）電子顯微鏡，利用電子束代替光學顯微鏡之光束。

─ 1435 ─

Ch.90
一般電子顯微鏡型式通常由下列裝置組合至一檯架上而成一單體：
（1）電子發射及加速裝置（電子槍）。
（2）靜電或電磁透鏡（為一相對地負載有電流之電荷板或線圈）之系統（等於普通顯微鏡光學系統之部分），
具聚光鏡、物鏡及投影鏡之作用。通常在物鏡及投影鏡間有一所謂的場「透鏡」，能不改變掃描區之
範圍而變化放大率。
（3）試片台。
（4）真空泵，用以保持電子管之真空，有時器具本身即具有此裝置。
（5）螢光幕目視觀察元件及影像攝錄元件。
（6）電子束控制及調節元件之控制台及控制板。
本節亦包括電子掃描顯微鏡，非常細的電子束被引導重覆於樣品上之不同點。由量測可得知一些資料，
通常結果顯示於可附於顯微鏡上之監視器銀幕，例如：以電子發射、二次電子發射或光線。
電子顯微鏡可用於純科學（生物學或醫學研究，混合物等），及工業科技上（檢查煙氣、灰塵、紡織
品、膠體等；檢查金屬、紙張等之結構）。
（B）質子顯微鏡，利用波長較電子短 40 倍之質子代替電子。可得到相當高之解析度及得到更高放大率之影像。
質子顯微鏡之結構及功能與電子顯微鏡並無多大差異；質子槍代替電子槍及用氫作能源。
（C）電子繞射器具，利用電子束射在試片上，照出繞射圖片。試片晶體之尺度、方位及原子排列可依繞射圖中
之環之形狀、直徑、繞射強度得知。
此器具主要用於腐蝕、潤滑、催化等之研究。原則上與電子顯微鏡並無多大顯著差異，也具有同樣必
需之元件（電子槍、陰極射線管、電磁線圈、試片夾等）要注意的是此類電子顯微鏡附有一繞射室可完成
二個功能（目視檢查及產生繞射圖）。
*
**

零件及其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專用於或主要用於顯微鏡（光學顯微鏡用者除外）或繞
射器具之零件及附件應歸入本節；例如：框架及其組合室及試片台。另一方面，本節不包括真空泵（第 84.14 節），
電氣設備（電池、整流器等）（第八十五章），及電氣量測設備（伏特計，毫安計等）（第 90.30 節）。

90.13-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節所更明確說明之物品者；雷射，但雷射二極體除外；其他光
學用具及儀器，本章未列名者。
9013.10-武器用望遠瞄準器；潛望鏡；供本章或第十六類所列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作
為零件之望遠鏡
9013.20-雷射，但雷射二極體除外
9013.80-其他裝置，用具及儀器
9013.90-零件及附件
根據章註 5 之規定，計量或校正用光學用具、儀器、和機器當歸入第 90.31 節而不列於此。根據章註 4 折射
望遠鏡當歸入本節，而不歸屬第 90.05 節。要注意的是光學儀器和用具不僅歸入第 90.01 至 90.12 節；在本章他節
中亦會包含（尤其是 90.15、90.18 或 90.27 節）。本節包括：
（1）液晶裝置，除了在商品標準分類中其他節有更明確說明之物品外，液晶裝置由兩個塑膠或玻璃板片組成液
晶夾層，不論是否有電氣連接裝置，或者是切割成特別形狀或成片狀。
（2）雷射，波長範圍在十億分之一米和 1 厘米之間（紫外線、可見光和紅外線光譜範圍內），由控制受激發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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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程產生或放大電磁輻射。當雷射媒體（例如：晶體、氣體、液體化學物）由於電激發光或其他能量作
用而激發之光，在雷射媒體內部會產生光束，一直反覆的反射和放大，此相關光束（可見或不可見光）將
從半透明的一端射出。
除了雷射媒體外，能源（泵唧系統 Pumpingsystem）及光學空腔諧振器（反射系統），也就是結合在雷
射頭（可能具有法布里一珀羅干涉儀，干涉濾光鏡和分光儀）之基本元件，雷射一般亦附裝有一定的輔助
件（例如：電源單位、冷卻系統、控制單位及氣體雷射之氣體供給系統，或液體雷射時，一個罐，裝配一
個泵供染色溶液用）。這些輔助件有些可能在同一殼內成雷射頭（小型雷射），或為獨立單位，藉電纜與
雷射頭連接等（雷射系統）。在後者之情形，共同申報之獨立單位亦歸入本節。
本節不僅包括供裝配在機器或用具上的雷射，亦包括單獨使用，供用於研究、教學或實驗檢測等各種
目的的小型雷射或雷射系統，例如，雷射指示器（雷射筆）。
然而本節不包括加了具有特別裝置的輔助設備後，而具有明確專用功能之雷射（例如：工作台、工作
夾持器、用來進料和定位工作件、用來觀察及檢查操作程序等），以及因而可視為工作機器、醫學器具、
控制器具、量測器具等之雷射。如該類器具在標準商品分類法中未具體列名，則它們應該歸入具相似功能
之機器或用具內。
例如：
（i）雷射切削工具機（例如：金屬、玻璃、混凝土或塑膠）（第 84.56 節）。
（ii）不論是否具切割能力之雷射錫焊、雷射銅焊或雷射熔接機器及器具（第 85.15 節）。
（iii）使用雷射光束進行管道準直定位之儀器（第 90.15 節）。
（iv）醫學專用雷射器具（例如：用於眼科手術）（第 90.18 節）。
依據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規定，雷射之零件及附件，例如：雷射管，亦歸入本節。然而本節不包括供
抽泵（pumping）用的電子閃光燈，例如：氙燈、碘燈及水銀蒸氣燈（第 85.39 節），雷射二極體（第 85.41
節）及雷射晶體（例如：紅寶石），雷射反射鏡及透鏡（第 90.01 或 90.02 節）。
（3）手用放大鏡及放大器（例如：攜帶式或辦公室用），及計線用放大鏡（此類放大鏡可裝置或結合一照明用
燈具，若該燈具係在提高放大鏡的清晰度者，仍應歸入本節）；雙眼放大鏡（一般安裝於座架上），只裝
配有目鏡而不具有物鏡，其與第 90.11 節的立體顯微鏡不同。
（4）「門眼」供朝門外觀看用；亦有裝配光學系統的類似品。
（5）單獨進口之折射式或反射式武器用瞄準望遠鏡；安裝於武器上，或與擬安裝之武器同時進口時，應併同武
器分類，參見第九十三章章註 1（d）。
（6）為本章其他節所屬儀器之零件的望遠鏡。（例如：為測量儀器零件的望遠鏡）或第十六類機器零件的望遠
鏡。
（7）工業用光纖觀察鏡，不包括醫療目的（內窺鏡）的纖維觀察鏡（第 90.18 節）。
（8）立體視效鏡，包括手動式立體視效鏡，可使彩色的照相正片顯現三次元視覺效果，由裝有二個固定透鏡和
一個搖把捲繞機的塑膠盒組成（用於轉動裝在可更換轉盤上的膠捲，更換畫幅）。
（9） 萬花筒，但玩具萬花筒除外（第九十五章）。
（10） 放大潛望鏡，供潛艇、坦克用；以及非放大潛望鏡（例如，供戰壕裡使用的潛望鏡）。
（11） 經過光學加工並已裝配的玻璃境，不適合裝配於儀器或器具上者（例如：某些後視鏡、煙囪或下水道檢
視鏡，及風洞觀察用的特種鏡）。
未經光學加工的後視鏡或其他鏡（包括：不論是否具有放大作用的修面鏡）除外（第 70.09 或第 83.06 節）。
（12） 光學光束信號設備，用於進行遠距離光束信號的傳遞（例如，使用摩爾斯密碼）。
（13） 幻燈片觀片器，裝有一個放大透鏡，用於檢查幻燈片。

─ 1437 ─

Ch.90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及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90.14-定向羅盤；其他航行儀器及用具。
9014.10-定向羅盤
9014.20-航空或太空航行用儀器及用具（羅盤除外）
9014.80-其他儀器及用具
9014.90-零件及附件
(Ⅰ) 定向羅盤
此類包括所有型式之定向羅盤，從遠足、騎單車等用之簡單型式到採礦、航行等專用羅盤（包括：磁性羅盤、
回轉羅盤、回轉磁羅盤、羅盤箱羅盤、定位羅盤等）。

(Ⅱ) 其他航行用儀器及用具
此類包括下列各項：
（A）船位測定儀器，如六分儀、八分儀、方位儀等。
（B）其他特別的海上或河上航行儀器，例如：
（1）自動駕駛儀（GyroPilots），由迴轉羅盤之讀數控制船舵之複雜單元。
（2）航向記錄器，船航行中記錄下正確之航向（以及任何航向變更）。
（3）傾斜計；測量擺動。
（4）測程器。由測量一定時間內之視距而指示出船速。現今此類儀器均為自動。有一種型式靠螺桿或推進
器操作（螺桿架裝在船流中，與甲板上之指示盤連接），另一種型式根據差壓原理，壓力因流速而變
（通常含有皮托管）；距離和速度由甲板上之指示盤讀出。
本節亦包括附有計數器之計程儀；記錄斷路次數（也就是計程儀之迴轉數）因此可顯示船行距離。
（5）測深錘。（手錘和絞車操作深海錘），用以決定水深和海床特性。
（6）回聲探測儀。聲音從海底回音，經由甲板上敏感麥克風探知，在電流計上讀出。
（7）超音波探測儀。例如；潛艇探索器、聲納或類似品，用於一般測深操作。供海床繪製，以及潛艇、沈
船、魚群之觀測等。
（C）航空特別儀器
（1）測高計，利用大氣壓隨高度而變化之原理，為一種以高度為單位之氣壓計。
（2）空速指示器，利用壓差測量飛行器之滑流，顯示出飛行器與周圍空氣相對速度。
（3）爬升或下降速度表，利用差壓表顯示出飛行器下降或爬升之垂直速度。
（4）人工地平儀或回轉水平儀，和旋轉及傾斜指示計。根據回轉原理，前者指飛行器與橫軸或縱軸間之角
度。後者為與垂直軸間之角度。
（5）馬赫表，指出空速與當時音速之比，即馬赫數。
（6）加速計，決定高速迴轉時加速度所產生之慣性力最大極限（不超過）。
（7）自動飛行儀，暫時代替飛行員控制飛行器之平衡，以及按照已設定之條件（高度、航向等）飛行。主
要包括直接操作或伺服馬達控制（通常由液壓馬達代替飛行員動作），及自動動作器具（高速迴轉儀）
其為連接同位儀器讀數與伺服馬達動作之用。

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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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
**

本節不包括：
（a）雷達器具、無線電助航器具，例如，衛星定位系統接收器，和無線電遙控器具（第 85.26 節）
（b）縮放儀及繪圖縮放儀，用於航行中航向之描繪（第 90.17 節）。
（c）氣壓計和溫度計（包括水中研究用可逆溫度計）（第 90.25 節）。
（d）壓力計、液位計，以及第 90.26 節中所列其他儀器。
（e）轉數計（第 90.29 節）。
（f）安培計、伏特計及其他第 90.30 節之計量或檢查電量用儀器。
（g）船用計時器和計時裝置（第九十一章）。

90.15-水路、海洋、水文、氣象或地球物理測量（包括照相測量）用儀器及用具，不包括羅盤
；測距儀器。
9015.10-測距儀器
9015.20-經緯儀及視距儀（含有測距儀之經緯儀）
9015.30-水平儀
9015.40-照相測量儀器及用具
9015.80-其他儀器及用具
9015.90-零件及附件
(Ⅰ) 測地學、地形學測量或水平量測用儀器及用具
這些通常用於土地方面，例如：製作地圖（陸地或水路）；平面圖之準備；供三角測量用；供計算陸地面積；
決定高或低於某參考水平面之高度；以及用於營建工程上之所有類似測量儀器（築路、建水壩、造橋樑等），用
於採礦、軍事作業等。
本組包括：
（1）光學或光電經緯儀（遊標讀尺、顯微鏡、懸吊（壁式）、萬能、採礦等型式），光學或光電視距儀（含有
測距儀之經緯儀）（經緯儀上裝附一個測距儀），經緯儀，迴轉經緯儀，羅盤，測斜器，瞄準測斜器，供
測量或炮兵等使用。
（2）光學水準儀（氣泡、自動設定、望遠鏡、視準管、雷射等），通常固定於三角架上使用。
（3）照準儀（不論是否附有望遠鏡），光學角規及直角儀（不論是否附有稜鏡）及縮放儀（不論是否附有瞄準
望遠鏡），測斜儀（附有一個視準管或瞄準望遠鏡），用來決定傾斜度及傾斜計採礦表，圖形儀，定日鏡
供三角量測用。
（4）平台儀，測地鏈及其他供測量用特殊量器（包括：特殊的帶狀量具及礦坑用絞盤式量器等），不論是否有
刻度的標椿或測量桿（金屬、木材等製），水準標尺（自讀式、伸縮式、折疊式等），電磁測距裝置（EDM）
反射器稜鏡和極。

本節不包括：
（a）衛星定位系統（GPS）接收器（第 85.26 節）。
（b）由鋼帶、防水帶等製成的量測儀器，以及類似的其他稅號未列名的線性測量器（第 90.1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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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轉數計、步程器及其類似品（第 90.29 節）。
（d）水平儀（氣泡式等）用於從事建築或結構工程者（例如：泥水匠、木工或技工），以及鉛垂線（第 90.31
節）。

(Ⅱ) 照相測量儀器及用具
本類設備主要用予地形、考古等的地圖測繪上，但亦用於其他方面（例如：研究潮汐、海湧等）。這些地圖
係根據由已知測位的兩個不同攝影站點所拍攝的照片或數位圖像進行地圖的測繪，這些照片或圖像在拍攝後必須
經過修正（以獲得所攝目標物的準確形貌、大小及座標）。
這儀器主要包括：
（1）直立式裝置，主要由一個投影器（具有一光源），一個底片夾，一個物鏡及投影台等所組成。該裝置能改
變比例，及可修正航空相片之底片，該航空相片底片實際上因離地高度之變化；而有遠景上的誤差。
（2）量測轉繪設備（立體繪圖裝置或光電測角計），即稱為立體地形測圖儀或者精密立體測圖儀，自動繪圖儀，
立體影像繪製儀及立體坐標量測儀的各種設備。它們都是複雜的儀器設備，用於將平面斷層影象信息及輪
廓線繪成圖，整個測繪過程一般是連貫的，無須另作測算。
（3）與上述量測轉繪設備配套的坐標製圖器，這種儀器是通過由立體地形測圖儀或精密立體測圖儀控制的繪圖
頭製圖。
（4）解析立體測量系統，包括由一個進行攝影量測的光學機械設備和程序控制計算機所組成，此系統用於視覺
或分析以說明相片或數位圖像。
但本節不包括航空測量照相機（第 90.06 節），及非供照相測量用之坐標儀（第 90.17）。

(Ⅲ) 水路測量儀器
水文圖為科學說明及描繪水的流向、深度、潮汐水位等。用於此類目的之主要儀器；因此被包括於前述小節。

(Ⅳ) 海洋或水文測量儀器
（1）特殊水位記錄器，供記錄湖泊或河流水位的浮動量；主要由一個浮筒及記錄器組成。
（2）斗輪式流速計及水文測量葉輪，供量測河流、運河等之流速。
（3）隆起或潮汐記錄器。
與第(Ⅳ)（1）及（2）所述之儀器具相同工作原理之工業儀器（例如：液位指示計、流量計等），則不包括
在此（第 90.26 節）。

(Ⅴ) 氣象學測量儀器
應注意者，此類儀器不包括溫度計、氣壓計、濕度計及雙管溫度計，亦不包括該類儀器之聯合儀器（第 90.25
節）。
但本組包括：
（1）方向指示器，不論是否裝有針盤量表。
（2）風速計，也就是量測風速之氣象儀器。一種型式由一有三片杯狀葉輪之轉子固定在一垂直軸上組成，由一
計數器得到讀數。另外較普通的型式則包括一個裝配有風向標之管組成，風壓之量測藉由一個以速度單位
為刻度之差壓表得來。此類亦包括以發電機產生浮動電壓，顯示於以風速為刻度之電壓表上之風速計。
要注意特別型式之風速計，供量測礦場、隧道，煙囪、火爐或其他空氣流首之空氣流速，主要包括一
個特殊型式之風扇及一量表，不包括在此處（第 90.26 節）。
（3）蒸發量表（Piche，蒸發天平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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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陽光記錄器（玻璃球，感應紙型式等）。
（5）測雲器，指示雲移動之速度及方向。
（6）雲層高度計，決定雲層距地球的高度，藉一強烈光束射到雲層以指出光點的角度上升量，可利用三角學自
動計算出雲之高度。
（7）能見度表，供量測氣象能見度，或空氣透光度。
（8）雨量計及指示器，量測某一特定地區之下雨量。最簡單之型式為，由一已知直徑之漏斗固定在一收接容器
上，然後接收雨水在一刻度管內量測。
（9）日光輻射計，日光儀及高溫測日儀，供量測太陽光的強度或天空中之總輻射量。
要注意本節不包括用於同樣目的之簡單或聯合溫度計（第 90.25 節）。
（10）空中探測器具（無線電測高或無線電測風器具）。懸吊於一氣球或降落傘上。此類器具包括儀器（溫度計、
氣壓計及濕度計）供高的高度研究工作用，聯合一具無線發送器、能使得該儀器之讀數在地面自動記錄。
當氣球及降落傘分別進口時不包括在此（第八十八章）。
（11）經緯儀，供記錄氣象觀測氣球之連續位置用。

(Ⅵ) 地球物理測量儀器
許多地球物理測量儀器不包括在此處，例如：氣體、泥漿、土壤分析器具、光電螢光計及螢光鏡（利用紫外
線探測或證實各種物質）（第 90.27 節）；電氣或電子量測儀器（例如：供計量電阻之儀器、輻射計算器、熱電
偶儀器）（第 90.30 節），等等。
下列物品仍歸入本節：
（1）地震儀及地震計，用於紀錄地殼上某一點運動的發生時間、持續時間及強度，亦可同時用於紀錄地震
發生時所產生的各種現象和探勘石油。這類儀器將地震或爆炸所產生的地震波轉換成電脈衝。
（2）用於勘探礦藏、石油等的磁力或重力地球物理測量儀器，這類高敏感度的儀器包括：磁力天平，地磁
儀，磁性經緯儀和重力儀、扭力天平。
（3）電磁梯度計（亦稱質子地磁儀），供量測地球磁場的梯度變化曲線。
（4）周邊聲波掃描工具，其係藉由工具頭的旋轉式傳感器所傳送的超音波信號，來量測聲波傳播時間，以
創作一鑽孔的“圖片”。
（5）量測鑽孔(調查地層、地質或勘探石油、水源等而打的孔)傾斜度的器具。

(Ⅶ) 測距儀器
此類包括供決定測距儀與物體間距離之各種型式之光學或光電式測距儀。在軍事等用途上，被用來測量，照
相及攝影。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物品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此種零件及附
件包括：測鏈用箭。
然而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除外，即使特別設計供本節儀器或用具使用者 (第 96.20 節)。

90.16-天平，感量為五公毫或更精密者，不論附有砝碼與否。
本節包括感量為五公毫或更精密的各型天平，包括電子天平，以及和天平一起申報的砝碼。但單獨申報的砝
碼除外，即使是貴金屬製亦不歸入本節（第 84.2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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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中之許多天平附有刃形瑪瑙軸承及平面，由抗腐蝕性金屬或輕合金金屬製成。供精密量測用。他們通常
密置於玻璃或塑膠製之盒內或櫃內以防氣流及灰塵；通常可用手或由櫃外之裝置操作，也可能附裝有光學裝置（例
如：放大鏡）用來幫助清晰讀出刻度，或者裝有水平裝置（三角架、可調整螺絲、氣泡水準儀等）。
扭轉天平由線扭轉平衡測出重量。
電子天平在真空或一定壓力下，記錄在特別處理下（加熱、冷卻、氣體反應、真空處理、曝光等）重量變化。
記錄通過磁性平衡線圈之電流，用以量測重量變化。
本節包括：
（1）分析天平（例如：微量化學天平、微量天平、阻尼分析天平）主要用於定量化學分析。
（2）試天平，用於貴金屬分析。
（3）寶石天平、以克拉計重。
（4）秤葯天平、秤紗天平、樣品天平（用於紙張、紡織品等秤重用）。
（5）流體靜力學（或比重）天平，量測液體或固體比重。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外（見註解總則），零件及附件（包括已裝配或未裝配之瑪瑙快利鋼楔、軸
承及平面），可識別係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節之天平者亦列入本節（例如秤桿、秤盤、匣、刻度盤、制振器）。
然而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除外，即使特別設計供本節用具使用者 (第 96.20 節)。
*
**

感量大於五公毫之天平除外（第 84.23 節）。

90.17-繪圖、標示或數學計算儀器（例如：製圖機、縮放儀、分度器、繪圖器、計算尺、計算
盤）；本章未列名之手用測長儀器（例如：量桿及捲尺、測微計、測徑器）。
9017.10-製圖台及機器，不論是否為自動者
9017.20-其他繪圖、標示或數學計算儀器
9017.30-測微計、測徑器及規
9017.80-其他儀器
9017.90-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繪圖、標示或數學計算儀器亦包括使用手測量長度之儀器。
然而，本節不包括：
（a）繪圖技藝用之木工斜接用具盒及工具（例如：鏨子、半圓鏨、雕刻針等）（第八十二章）。
(b) 繪圖板和數位板（第 84.71 節）。
(c) 供由塗有光阻基材產製光罩或網線圖形產生之器具（例如：光學、 電子束、聚焦式離子束、 X-射線或雷
射光束用具） （第 84.86 節）。
(d) 供照相量測用之座標製圖器（第 90.15 節）。
這些包括：
（A）繪圖儀器
（1）縮放機及繪圖縮放儀，用於複製較小，較大或同尺度之地圖、設計圖、繪圖，欲加工之零件等。本節
亦包括航行用航向描繪儀器。
（2）製圖機，不論是否連同製圖桌或製圖板，一般利用平行機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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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括附有自動資料處理系統或連接該類機器運作之製圖機。
（3）繪圖用單支或整盒（繪圖組）裝之圓規、分規、縮小圓規、彈簧圓規、數學製圖筆、虛線輪等。
（4）成套曲尺（剖面線木工或金屬工具），調整尺，Ｔ形尺（標準型或接合型），曲線板，尺（直尺、直
角尺、剖面線尺（平行尺）、標準尺等）。
（5）分度規，從繪圖器組中之普通分度規到工程上使用之複合分度規。
（6）型板，係一可明確分類之特殊製圖儀器。非特殊用途者依據其組成材料分類。
（B）標示儀器（在機器加工或鋸切等工作表面標示出結構線）
（1）普通型或組合型板條（繪線，木工等用）之橫臂圓規。
（2）繪線台及中心沖。
（3）平板，供作標示或檢查平面等用之基準面等。直尺及直角尺（鑄鐵、石材等製），具有校準平面者。
（4）Ｖ型座及Ｘ型座，支持圓柱型工作用。
本節不包括具有自備馬達的手用雕刻工具（第 84.67 節）
（C）數學計算儀器，計算尺、圓盤計算尺、圓柱計算器及其他利用計算尺原理或其他原理之數學計算儀器，例
如：依據給定程序用觸針選擇號碼操作之手提型加減裝置。亦包括依照天空條件可計算出欲調節之照相曝
光時間、時辰、焦距對徑比、乳化液、敏感度等之計算尺或計算盤。
計算機或會計機則不包括在此（第 84.70 節）。
（D）手用長度量測儀器
此類儀器能顯示物體之長度，意即線性尺寸，例如物體上的平行線或虛線（直線或曲線）。亦可量測諸如
直徑、深度、厚度及高度的尺寸，其係以單位長度顯示（例如，公厘）。其必須是具有能把握在手中完成
量測工作用的特性（大小、重量等）。
經特別設計用於固定在架上或其他支持物，或利用撓性管纜線等連接於機器或其他器具上之量測儀
器，不列入本節（第 90.31 節）。
本組包括：
（1）測微計。具有一測微頭，其為螺旋式或非螺旋式（非螺旋式通常為電子式結合一滑動裝置）用於量測諸如：
外徑、內徑、厚度、節距，其讀數有直接閱讀測微螺旋，或針盤指示及數字顯示。
（2）測徑器（遊標、針盤指示或電子式）用於量測直徑深度厚度等。
（3）量規，具有可調整量測裝置者。
不具可調整裝置之量規，僅用於校準零件或檢查角度、形狀等（例如，插座式量規、環狀式量規），
不歸入本節（第 90.31 節）。
（4）比較量規（量表型）用以檢查（絞孔、校正檢查）內外尺度公差。附有一量測桿，放大量表及傳動系統（齒
條、齒輪、水平儀、彈簧、氣動、液壓等）。
（5）量桿（普通型或組合型，直的或折疊式）及捲尺（例如：彈簧尺、線帶尺，圓纏繞帶）。包括標準量桿，
量測杖及類似品。本節不包括供測量（測鏈、水平板、測距桿）及礦軸用絞車式量測器（第 90.15 節）。
（6）分規（教學尺等），包括量測凸形物外徑之Ｖ型尺及具有活動十字頭之垂直測量器具。
（7）測圖器；附或不附針盤量表之小型儀器，供在地圖、設計圖等上量測距離之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可確認為專用或主要用於上述機器、器具及
儀器之零件及附件，例如：測微計延伸砧板；滑規支座；測微計支座；折疊尺用絞鏈或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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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8-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包括醫學插圖器，其他電氣醫療器具及測定目
力儀器（＋）。
-電氣診斷器具（包括功能探測診斷用或生理探測用器具）：
9018.11--心電圖計
9018.12--超音波掃瞄器具
9018.13--磁性共振影像器具
9018.14--閃爍描繪器
9018.19--其他
9018.20--紫外線或紅外線器具
-注射筒、針、導管、套管及類似品：
9018.31--注射筒、不論附有針與否
9018.32--管狀金屬針及縫合針
9018.39--其他
-牙科用其他儀器及用具：
9018.41--鑽牙機，不論是否單獨機座與其他牙科儀器連結者
9018.49--其他：
9018.50--其他眼科儀器及用具
9018.90--其他儀器及用具
本節涵蓋廣泛的儀器與用具，大部分是用在專業性的操作（例如醫生、外科醫師、牙醫師、獸醫、助產士），
可用作診斷以為預防或治療疾病或手術等。
解剖或驗屍作業，解剖上的儀器與用具亦包括在內，另特殊情況下，用於牙科技工方面的儀器與用具亦含在
內（參閱以下部分(Ⅱ)）。本節的儀器可用任何材料製成的（含貴重金屬）。
本節不包括：
（a）消毒過的羊腸線及其他用於手術縫合的滅茵材料、無菌昆布及無菌昆布條（第 30.06 節）。
（b）第 38.22 節的診斷或實驗室用試劑。
（c）第 40.14 節的衛生或醫療用品。
（d）第 70.17 節之實驗、衛生或醫療用玻璃器皿。
（e）卑金屬製的衛生設備（尤指第 73.24、74.18 及 76.15 節）。
（f）整修指（趾）甲的用具（第 82.14 節）。
（g）失能人士用車（第 87.13 節）。
（h）視力矯正、眼睛保護或其他用途等用的眼鏡、護目鏡及類似品（第 90.04 節）。
（ij）照相機（第 90.06 節），除非固定的結合在本節的儀器或用具上。
（k）第 90.11 或 90.12 節的顯微鏡等。
（l）第 90.17 節的供計算肺功能、體重指數等的碟盤計算器。
（m）第 90.19 節的機械治療法、氧氣治療法、臭氧治療法、人工呼吸、噴霧治療法、按摩等用的各種器具。
（n）整形用具、人造身體各部分替代品、接骨用具，包括供動物用者（第 90.21 節）。
（o）第 90.22 節的Ｘ光射線器具等（不論是否醫療用）。
（p）體溫計（第 90.25 節）。
（q）化驗室中用於檢驗血液、組織液、尿液等的儀器設備，不論這些檢驗是否用於診斷用（一般歸入第 90.27 節）。
（r）醫療或外科用家具，包括獸醫用（手術台、檢視台、病床），以及未帶有本節牙科器械的牙科治療椅等（第
94.02 節）。
另外，本節含用於專業操作外的特殊測量儀器，如頭部測量器、頭部傷患測量之量角計、骨盤測量計等。
須注意某些醫藥或手術（人或動物）儀器，實際上是一般工具（例榔頭、鋸子、鑿刀、圓形鑿、木槌、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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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剪、調刀、壓舌板等），或切割器（剪刀、刀片、羊毛剪等），惟當它們被清楚明確的用於醫療或手術時，由
於它們的特殊形狀，這些器械才被歸為本節；它們是易於拆御消毒，是較高品質產品組成金屬的特性或組合（通
常包裝成盒，含整套的器械，用於特殊治療：生產、驗屍、婦科、眼、耳手術、動物分娩等）。
歸納於此的器械與裝置，可能附有光學裝置；如電力啟動傳達功能，或為預防治療、診斷的器械。
本節亦包含雷射或其他光、光束、光子束程序及超音波儀器與裝置。

(Ⅰ)人體醫療或手術器械、裝置
（A）具同樣名稱且多用途之器械，例如：
（1）針（縫合、結紮、接種、血液測試、皮下針等）。
（2）雙刃小刀（接種、放血等）。
（3）套管針（穿刺用）（膽囊穿枴、一般用途等類）。
（4）各種手術刀和解剖刀。
（5）探針（攝護腺、膀胱、尿道探子等）。
（6）檢查鏡（鼻、口、咽、直腸、陰道等）。
（7）鏡子與反射鏡（用以檢查眼睛、咽、耳等）。
（8）剪刀、骨剪、鉗子、夾鉗、鑿子、圓鑿、木槌、榔頭、鋸子、刮刀、壓舌板。
（9）套管、導管、抽吸管等。
（10）燒灼器（熱、電、微型等）。
（11）雙爪鉗、敷料、敷葯片、拭布、持針器（包括鐳針夾持器）。
（12）牽引器（唇、顎、腹、扁桃腺、肝等）。
（13）擴張器（咽、尿道、食道、子宮等）。
（14）線導向裝置，用於導管、注射針、組織擴張器、內窺鏡及血管內壁脂肪清除手術器具（atherectomy
devices）。
（15）夾子（縫合用夾等）。
（16）各種注射器（玻璃、金屬、玻璃及金屬、塑膠等製），例如，用於注射、穿刺、麻醉、沖洗、傷口
清洗、吸引器（帶或不帶泵）、眼、耳、喉、子宮、婦科等。
（17）外科縫合器，以嵌入式卡釘縫合傷口用。
（B）特殊的診斷器械及裝置：
此類包括以下：
（1）聽診器。
（2）測量呼吸頻率的器械（以決定基礎代謝）。
（3）血壓計、表面張力計與動脈博動記錄器（用以測量血壓）。
（4）肺活量計（用以評估肺活量）。
（5）測顱器。
（6）骨盆計。
（C）眼科器械：分成以下數類：
（1）手術器械，例如：角膜環鋸、角膜刀。
（2）診斷用器械，例如：檢眼鏡、具頭帶及雙眼顯微鏡，雙眼放大鏡，具有顯微鏡，電子裂隙燈及頭靠，
全部定位於可調整的支架上，用於檢查眼睛、眼內壓力計（測試眼內壓）；眼鏡。
（3） 視軸矯正或視力檢查用設備，包括弱視鏡、眼膜曲率鏡、視網膜鏡、斜視鏡、角膜散光計、角膜鏡、
設計量測兩瞳孔間距的眼睛測試表、眼力檢測鏡箱（附有驗光鏡片）及試視架（支持驗光鏡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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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測定尺、測試表。但印製在紙張、紙板或塑膠上，用於色盲檢查的色覺測定圖卡除外（第四十九
章）。
本節亦包括眼睛用電熱敷布，及用以取出眼內金屬物質的電磁裝置。
（D）耳朵用器械，例如：耳鏡。但音叉不論是否用於醫療上並不包括在內（第 92.09 節）。
（E）麻醉器具及儀器（面罩、臉部盔、氣管內插管等）。
（F）鼻、咽喉、扁桃腺治療器械：夾子（伸直鼻軟骨用），照明裝置（鼻竇、鼻窩用）；扁桃體刀、扁桃環狀
刀；直接咽喉鏡，喉刷等。
（G）咽、食道、胃、氣管切開術的器械：食道鏡、支氣管鏡、胃幫浦、插管等。
（H）尿管或膀胱器械：尿道刀、碎石器、吸膀胱結石裝置、攝護腺用器械。
（IJ）人工腎（透析）裝置。
（K）婦科或產科器械：陰道牽引器、子宮切除手術器械、產科聽診器；用於檢查生殖器官的光學檢視器械、鉗
子、穿孔器、墮胎用器械（用於切掉胎兒）；碎頭機、碎臚器（用於壓碎死於腹中胎兒的頭臚）器械；內
部測量器械等。
（L）手提氣胸儀器、輸血裝置、人工抽血裝置。
本節亦涵蓋無菌密封的塑膠密閉容器，空氣完全被抽空，但含少量的抗凝結劑與帶有捐血管和放血針，
用於抽血、儲血及輸血，然而，特殊玻璃儲血瓶不含在內（第 70.10 節）。
（M）手腳病醫生的電研磨器。
（N）針灸用針─金、銀、鋼。
（O）內窺鏡：胃鏡、胸腔鏡、腹腔鏡、支氣管鏡、膀胱鏡、尿道鏡、前列腺切除鏡、心臟鏡、結腸鏡、腎臟鏡、
喉鏡等。他們許多具有一個足供手術用的導管，可由遙控儀器去進行手術。但非醫療用途的內窺鏡（光纖
鏡）除外（第 90.13 節）。
（P）設計為與自動資料處理機聯合做為計算治療用雷射的計量與分配之裝置。
（Q）高壓處理室（亦稱減壓室），係特別裝備壓縮容器，以提升大氣壓力水平的氧氣施行治療。它們使用於下
列情況的處理，諸如：減壓疾病、空氣栓塞症、煤氣壞疽病、一氧化碳中毒、頑固性的骨髓炎、皮膚植皮
移植和皮瓣、放線菌病和異常的失血貧血症。
（R）燈具，特別設計供診斷、探針探測及輻射照射等目的用者。本節排除鋼筆造型的手電筒（第 85.13 節），及
其他無法確認用於醫療和手術用的燈具（第 94.05 節）。

(Ⅱ) 牙科用儀器及用具
除了與前組（諸如罩子及其他牙科麻醉裝置）相同者外包括在此之主要儀器及用具為：
（1）手術用護指（無論是否分節）及開口器；頰或唇牽開器、壓舌板及創夾。
（2）各類拔牙鉗、起子；各類鉗子（用於拔除露出的牙、矯正蛙牙）、切割器（用於剪斷、敷料或填劑、刮除
等）、牙根鉗。
（3）根管治療用器械（牙鑽、擴孔錐、銼子、充填器等）。
（4）骨剪、骨挫、圓鑿及木槌，用以切斷頷骨以上額竇、骨刮、解剖刀、特殊的刀片和剪刀、牙醫專用鉗、挖
杓和探針。
（5）特殊用於清潔牙齦及齒槽、用於處理牙垢刮鑿、刮器及琺瑯鑿子。
（6）各種探針；針（膿包、皮下注射、縫合線、脫脂棉等）；脫脂棉夾持器及拭布夾持器、吹藥器、牙醫用鏡。
（7）填充金用的器械（充填器、錘等）；填充用器械（黏固劑或樹脂調拌刀、汞合金充填器及錘、汞合金輸送
器等）；印牙模材用托盤。
（8）牙科用鑽孔器、圓盤、鑽子和刷子，經特殊設計用於牙鑽機或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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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包含假牙修復時牙醫、牙科技工所用的工具及器械，例如：刀具；調拌具及其他印模工具；各種夾
鉗及鑷子（用於固定夾具及假牙冠、切割柱牙冠等）；鋸子；剪刀；錘；銼刀；鑿子；刮具；磨光器；金屬成
模器，供錘打製造金屬牙冠用。本節亦包括牙科鑄造機、牙科碾磨機和齒模修整器。但本節不包括一般用工具
或物品（爐具、鑄模、焊接工具、熔勺等）；這些應歸入其相應之節。
下列各項亦歸入本節：
（i）牙醫用鑽牙器，具有轉臂，無論是在分開的基座供裝在牆上，或是裝於下面（ii）所敘述的設備。
（ii）固定在基座上完整的設備（固定或可動的單位），通常主要的情形有架子承放壓縮機及變壓器，控制板及
其他電氣裝置，有時該單元亦裝有以下配件：轉臂鑽、吐水盆及嗽口杯、電熱器、熱空氣吹入器、噴霧器、
燒灼儀器盤、分散光、無影燈、風扇、透熱裝置、Ｘ光設備等。
某些設備被設計以研磨料操作（通常為氧化鋁），以取代鑽牙器，即以壓力瓦斯（二氧化碳）來鑽牙。
（iii）漱洗台：在基座，架子或旋轉臂上設有熱水源及注水器供應溫水。
（iv）聚化（Polymerisation）設備（光或熱）、汞合金器具（amalgamators）、超音波除垢器、電外科設備等。
（v）牙科治療裝置：以雷射方法操作者
（vi）牙科用椅：裝有牙科設備或任何可歸於本節之其他牙醫用具。
本節不包括未附有本節牙科用具的牙科用椅，這些牙科用椅當歸入第 94.02 節，不論其上是否裝配有牙科裝
置如照明附件。
當它們分別進口時，就被歸在它們個別的章節內；例
如，壓縮機（第 84.14 節），Ｘ光等射線器具（第 90.22 節）。第 90.22 節亦包括牙科手術用，設計為直立或裝在
牆上之Ｘ光等射線器具。無論如何，個別進口的電療器是歸類於本節之電氣醫療設備（參見以下之Ⅳ部分）。
注意牙齒接合劑與其他牙齒填料歸入在第 30.06 節；「牙科用臘」或「複式牙模」，或成組、零售包裝或平
板、馬蹄形、柱形或類似形及其他牙醫用料，與石膏基座（燒製、石膏或硫酸鹽燒的石灰）在第 34.07 節。

(Ⅲ) 獸醫器械及用具
本組包括多項設計供獸醫使用之物品，大致類似上述(Ⅰ)或(Ⅱ)部分，例如：
（A）一般器械（如針、雙刃刀、套管針、外科用刀、剪刀、探針、鉗子、錘子、刮匙、牽引器、注射器）。
（B）特殊器械及裝具：諸如檢目鏡、窺眼用鏡、喉頭鏡、聽診器、鉗子、截胎刀。
（C）牙醫器械。
本組之器械及裝置亦包含專供獸醫使用者，例如：
（1）動物乳房用器械及用具：牛之乳房擴張器及穿探針（用以疏通牛乳房）及檢測產褥熱和乳熱病。
（2）閹割器械及用具：閹割器；閹割用鉗及夾（使雄性動物之生殖腺萎縮）；閹割鉗及夾；卵巢切除器。
（3）分娩器械及用具：產科專用繩、條帶、頭帶、鉗子、鉤子及幫助小犢分娩機器等。
（4）其它性質之器械：人工受精器；剪截短尾器；去角器；呼吸、消化、尿、生殖器等疾病用藥物噴霧器等用
於動物組織；特殊控制裝置，是為預防動物手術時的移動（箝口器、拴動物腳之工具等）；特別塗擦灌腸
並灌腸器麻醉劑或藥劑（抗毒血清、疫苗等）長程投注於野生動物，如壓縮空氣槍或手槍操作；給藥裝置；
特殊馬勒用以攝取定量藥劑；裂蹄症之鉤（鉤縫動物蹄裂口）；鑒定小雞性別的內視器械等。
本節不包括檢查豬的旋毛蟲鏡（光學儀器）（第 90.11 節），動物矯型器具（第 90.21 節），動物手術桌（第
94.02 節，參見相關註解）。
用於獸醫手術及鐵匠的工具被分在第八十二章（例如：趾銼、指甲剪或蹄剪、叉刀、鉗子、鋏子、槌等）；
第八十二章亦含烙牛工具（印器、燙除動物蹄表皮之鉻鐵等）及剪毛工具。

（IV）閃爍掃描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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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器具可掃描身體的部分，以製成臟器的圖像或其功能的紀錄，亦包括裝有能將資料轉換成類比信號，以
為醫療診斷用之閃爍計數器具（例如伽瑪攝影機、閃爍掃描儀）。

(V)電氣醫療器具
本節包括供預防、治療或診斷用之電氣醫療器具，但第 90.22 節之Ｘ光等裝置除外。
本組包括：
（1）診斷用電氣裝置，包含
（i） 心電儀（利用收縮心肌產生之電流，記錄心臟運動於心電圖）。
（ii）心音描記器（為記錄心音的特殊設計，記錄於心音圖，可如心電圖般用法）。
（iii）心臟檢查器（連結上述二器械作心電圖及心音圖的同時觀察作業）。
（iv）心電阻器（測量心臟功能引起電阻改變之電子裝置）。
（v）腦電描記（檢查腦部之用）。
（vi）電氣脈博描記器（用於記錄動脈壓力之容量）。
（vii）電氣脈博張力描記器（記錄在動脈、靜脈或心臟內壓力的異差）。
（viii）視網膜測器（測量視網膜張力）。
（ix）聽力計與類似裝置（根據頻率變化測驗聽力）。
（x）裝有或與自動資料處理機連線作業，以處理及呈現臨床資料之診斷器具。
（xi）超音波診斷裝備，用以顯示器官者，例如利用超音波顯示於顯示管上。
（xii）核磁共振（NMR）器具，利用人體內原子之磁性，例如氫原子，以呈現人體內組織及器官之特性者。
（2）電療用具；除用在診斷上外，並用以治療神經炎、神經痛、半身不遂、靜脈炎、內分泌、貧血等疾病。某
些此類用具可與下列第（7）項所述之電氣外科儀器合用。
（3）離子電滲療器：藉電流之助，通過皮膚使用特效藥劑（鈉或鋰之水楊酸鹽、碘化鉀、組織胺等）到皮膚。
（4）透熱法治療器（例如，風濕、神經痛、牙病），這些作業是利用高頻電流（短波、超音波、超短波等）及
使用各種形式電極（例如，板狀、環狀、管形）攝作。
（5）電震盪治療器具，治療心理或神經疾病。
（6）心臟去纖顫器：利用電流作用使心臟去纖顫的器具。
（7）電氣外科設備：利用高頻電流工作，並以針、探針等作為電極之一，可用於組織切除（使用高頻手術刀（電
刀）所施行的電刀術）及止血（電凝法），某些組合設備可通過腳踏控制器進行功能轉換，既可用作切割器
械，亦可用作電凝器。
（8）放射線療法設備：此類器具使用可見光線，但更多的使用非可見光（紅外線、紫外線）進行某些疾病的放
射性治療或診斷（使用特種光源進行皮膚病檢查）。他們一般裝有燈具、紅外光射線裝置可配有熱電阻或
帶反射器的電熱極板。
（9）嬰兒人工保溫箱：基本上是由一塑膠製的透明箱體、電氣加溫裝置、安全警報裝置、氧氣和空氣過濾和調
節裝置所組成。它們大部分安裝在推車上並內裝嬰兒磅秤。
上述儀器包含電極及其他設備者亦包含在本組中。
本節亦不包括歸入稅則第 8518 節之供非醫療用之懷胎期之探聽器具。(見該節註解)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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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第 9018.12 目
本目包括電氣診斷超音波掃描器具。該器具以透過轉換器送出高頻音波進入人體內方式操作。轉換器緊貼人
體放置，交替發射短暫超音脈波。隨後等待接受其回波。回波係由體內各器官發出之音波反射所形成，其特性可
加以解譯以獲得組織之位置、大小、形狀及結構等資料。其解譯通常由自動資料處理機執行，並以呈現組織之視
頻影像作為輸出。
此種之體內掃瞄方法係為用於檢查孕婦之胎兒，惟亦適合於乳房、心臟、肝臟及膽囊等之檢查。

第 9018.13 目
磁性共振影像（MRI）係依賴氫原子核置於強力磁場下時，排成一列之原理，若無線電頻率對準上述各原子，
原子核之排列將移動。無線電波消失，原子核自動重排，這一過程中放射出少量電子信號。因人體基本上由氫原
子組成，幾乎人體任何局部之影像可自上述回波產生。由於氫代表水份，其回波可用以區別各組織。故可獲得骨
髓及組織影像。
本目電氣診斷用磁性共振影像器具由巨型電磁鐵、無線電頻率產生器以及評估用之自動資料處理機構成。該
裝備必須裝設於完全隔離一切外界無線電頻率之室內。為了獲得所需強力磁場，上述電磁鐵由液態氦加以超冷。
磁性共振影像基本之選用氫之原因，係其在人體內很豐富，且它有卓越的磁特性。惟亦可採用其他元素，例
如鈉或磷。

第 9018.14 目
本目電氣診斷器具係用以獲得人體內伽瑪射線分佈之影像。該影像係藉適當之器具加以產生，例如閃爍點掃
描儀，尤其是伽瑪攝影機。
上述核子掃描儀需要病患服用或注射放射性化合物（追蹤劑），而該劑迅速被檢驗對象器官所吸收。於是，
人體經伽瑪射線計數儀掃描，並記錄追蹤劑穿透檢驗對象器官（例如：腦部）時所發出輻射線之劑量，以便確定
放射性同位素在何處被吸收。
所偵測到之輻射經自動資料處理機分析後，產生一視頻影像。此影像係光亮與陰暗區域，或對比色彩之拼湊
圖，表示器官內放射性同位素所吸收之部位。上述掃描能同時提供該器官之結構及功能資料。
閃爍描繪器具之一項實例係正電子發射斷層（PET）掃描儀。此一儀器係將核子醫學原理與電腦斷層（CT）
所使用之映像技術結合在一起（見 9022.22 目目註解）。

90.19-機械治療用具；按摩器具；心理性向測驗器具；臭氧治療器、氧氣治療器、噴霧治療器
、人工呼吸器或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9019.10-機械治療用具；按摩器具；心理性向測驗器具
9019.20-臭氧治療器、氧氣治療器、噴霧治療器、人工呼吸器或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Ⅰ) 機械治療用具
此類用具，藉機械式各種動作之重複，主要用於治療關節及肌肉之疾病。應予注意者，是類治療通常係在醫
療人員監督下執行；本節之器具因此與設計供用於家庭或用於特別裝備之房屋內之普通體育器材或治療用練習器
材有所不同（第 95.06 節）（例如：彈性索擴胸器或運動器；各種型式之彈簧握力器；供重複划漿動作之划漿機；
供訓練用或增強腿部肌肉用之固定式獨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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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醫療僅用於關節等之運動治療。本節不包括完全固定地器具（台階、梯子、平行棒等）即使是用於四肢
復建工作者，這些器具當歸入其所屬之節別。具本節所指器具之功能者即使是只附有彈簧、輪、滑輪等簡單裝置
之器具，亦可看成本節所指之醫療器械。
依據上述之條件，本節包括：
（1）供腕部迴轉運動之器具。
（2）供手指復健之器具。
（3）供足部迴轉運動之器具。
大部分上述三種型式之用具主要由握把及握柄，可調配重，四肢夾持裝置等組成，全部裝於一基座上，
由手操作。
（4）膝部及臀部同時彎曲及伸張用具。
（5）驅幹運動器具。
（6）走路訓練器具，由一框架，支持架及手把，裝置於一組輪上。
（7）供促進循環，強化心肌及短小四肢復健用之器具，由一無輪自行車架裝於一構架上，當病人坐臥時均可踏
動。
（8）動力操作之萬能型器具，具互換附件，可用於不同之機械醫療項目。（例如：治療頸部、肩部、肘、腕、
手指、臀部、膝等關節或肌肉之疾病）。

(Ⅱ) 按摩器具
供身體之部分（腹部、足、腿、背、臂、手、臉等）按摩之器具，通常利用摩擦、振動等操作。有手操作、
動力操作及在工作部分（振動按摩用具）裝有電動機之電機械型式。後者具有可換置之附件（通常為橡膠）可做
不同之按摩（毛刷、海棉、平或鋸齒狀圓盤等）。
本節包括簡單的橡膠滾筒或類似的按摩器具。亦包括供全身或部分身體按摩用的水療按摩用具，係使用水或
加壓空氣混合水的作用，擧例而言，這些用具包括整套的 SPA 浴，其泵、渦輪機、鼓風機、輸送管、控制器和所
有裝置同時進口者。此外亦包括乳房按摩器具，這種器具的按摩頭緊貼乳房，按摩頭內部裝有一組小噴水頭，噴
頭在軟管所供水流的驅動下旋轉，在噴水的作用下進行按摩。
下述物品亦可視為本節定義之按摩器具：
即防止及治療褥瘡用之褥墊，乃利用病人平臥時之體重來變化位置可在易壞死之組織部位表面，提供表面按
摩效應。

(Ⅲ) 心理性向測驗器具
被醫師等用來測試反應速度，動作同步性，或其他身體或心理反應。主要用於職業性向測試（飛行員、駕駛
員等）或測試兒童學習及職業性向。
本節包括多種型式之該類器具（例如：測試機械性向或手靈敏度之用具；及供測試在不過迴轉速及猝然停止
時飛行員反應之迴轉椅）。
當注意，本節不包括用於視力、聽力、心臟等醫學診斷用器具（第 90.18 節）。同樣地，具有建設特性，但
是僅適合用於娛樂性質之性向測驗物品，當分類於遊戲用具或玩具（第九十五章）。

(Ⅳ) 臭氧治療器
這類器具是利用臭氧（化學式 O3）治療呼吸器官疾病（通常是吸入用）。

(Ⅴ) 氧氣治療器、人工呼吸器或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這是用於溺水、電擊、急性中毒（例如：一氧化碳）體弱新生兒、手術後休克、嬰兒麻痺（小兒麻痺症）急
─ 1450 ─

Ch.90
性氣喘病、肺發育不良等等。
這些用具包括：
（A）代替人手操作之人工呼吸器具，例如：施用壓力至病人胸部，利用搖擺運動，利用強迫性吸入等方法操作
之機械器具。
（B）氧氣治療用具本身，由吸入氧氣或經面罩混合氧氣及二氧化碳，或灌氧氣進入一個與病床配合之透明塑膠
帳呼吸氣室。
（C）鐵肺及類似品等用具，主要包括下列：
（1）一個由金屬、木材或玻璃纖維組成能適應病人身體（頭部仍在外面）之氣室，或僅覆蓋病人胸部之透
明塑膠小氣室。
（2）一個獨立單位。包含一個空氣抽吸系統及緊急鼓風機，可能為動力式或手操作式。
（3）一個厚氣密管連接鼓風系統到氣室。
上面提到之氧氣治療器（特別是氧氣帳）亦可用於藥劑噴霧，病人可同時吸入氧氣及霧狀藥劑（見下面(Ⅵ)
部分）。
本節不包括高壓處理室或減壓室（第 90.18 節）。

(Ⅵ)噴霧治療器
這類器具將各種不同藥物（荷爾蒙、維他命、抗生素、支氣管擴張劑、精油等）的溶液霧化後給藥（噴霧法），
用於治療肺病、皮膚病、耳鼻喉科及婦科等疾病。
這類器具有些是連接在氧氣瓶或壓縮空氣瓶上，或者安裝在前述第五部分的氧幕中的獨立噴霧器；還有一些
是供診所或醫院用的煙霧發生器，由裝在機櫃內的電動空氣壓縮機、計量儀器、發生器及各種給藥裝置（面具及
鼻、口、婦科等專用噴嘴）構成。本節包括噴霧罐型的手用噴霧器，其用來噴灑牙齒或牙床，係利用一可旋開的
容器所儲存的壓縮氣體來操作，藥物的作用則是用來清潔口腔和處理疾病，諸如牙周炎。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此零
件及附件包括臭氧治療器用帳及帳固定裝置。

90.20-其他呼吸用具及防毒面具，不包括未具有機械零件或可更換過濾器之保護面具。
(Ⅰ) 呼吸器具
本節包括供飛行員、潛水員、登山者或救火員使用之呼吸器具。這些可能是獨立不需輔助設備的（由一氧氣
瓶或壓縮空氣瓶供給呼吸循環），或者是以軟管連接壓縮機、壓縮空氣供應管、儲氣瓶或（短距離使用器具）外
面大氣。
本節包括潛水頭盔，在氣密之前必須先裝上潛水衣上，以及附有呼吸器具之防輻射、防污染之防護衣。

(Ⅱ) 防毒面具
可使穿戴者在被灰塵、有毒氣體、煙氣污染之中照常呼吸，也可用於某些工業，或戰場（防毒氣用）。
這些器具空氣直接由外部通過可吸收毒氣及保留灰塵之過濾裝置。主要包括一個面罩，具有可使穿戴者觀望
之裝置，一個附有進氣及排氣閥之金屬框架，以及一個裝置過濾器或連接背負於背部或胸部過濾系統之撓性管。
僅保護嘴及鼻之防毒面具為更簡單之型式；包括由一個或多個彈性帶組成之覆蓋物，以及一個使用後易更換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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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器或吸收材料（石棉、發泡橡膠、填棉等，可能經過浸滲）。下列各項物品不可視為本節之呼吸器具或防毒面
具：
（a）未具可更換之過濾器，但由纖維結合層組成，不論是否經活性炭處理或者具有合成纖維中央層之防灰塵、臭
味等之面具、以及外科醫師、護士等手術及看護病患使用之紡織材料製面罩（第 63.07 節）。
（b）防灰塵及材料微粒之保護面具，由一個不附過濾裝置簡單之網線覆蓋物組成，金屬網片除外（第十五類）。
（c）麻醉面罩（第 90.18 節）。
（d）不附氧氣瓶及壓縮空氣瓶之潛水夫用呼吸面罩及游泳者、潛水夫用水中呼吸氣管（一般所知像連通管之物）
（第 95.06 節）。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90.21-整形用具，包括拐杖、外科手術帶及脫腸帶；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人造身體各部分
替代品；助聽器及其他配帶用具或植入體內供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9021.10-整形或接骨用具
-人造牙齒和牙科用品：
9021.21--人造牙齒
9021.29--其他
-其他人造身體各部分：
9021.31--人造關節
9021.39--其他
9021.40-助聽器，不包括零件及附件
9021.50-心律調整器，不包括零件及附件
9021.90-其他
(Ⅰ) 整形用具
本章章註六定義「整形用具」其意係指用具用於：
─防止或矯正身體的缺陷；或
─疾病、手術或受傷害後用於支持或固定身體的部位。
它們包括：
（1）供臀部疾病用之用具（髖關節痛等）。
（2）肱部夾板（切除手術後，能夠使用一隻手臂），（伸縮夾板）。
（3）顎部用具。
（4）供指頭牽引用等用具。
（5）治療卜德病（Pott'sdisease）的用具（矯正頭和脊柱）。
（6）整形用具包括設計用為調整整形狀況之鞋子和特殊鞋墊，如果其為 （1）個別量製或（2）大量生產者之一
者，且其為單一不成雙以及設計適合任何一腳同樣可穿者。矯正鞋，有一個放大的皮革加強筋，可藉金屬
或軟木架來加強，僅供測量用。
（7）矯正牙齒缺陷用之牙醫用具（齒列矯正器、環等）。
（8）腳整形用具（畸形足用具，腿矯正梏具，用或不用彈簧支撐腳，外科用靴等）。
（9）疝帶（腹股溝、股、肚臍等疝帶）及脫腸症用具。
（10）矯正脊椎骨側凸和脊椎骨彎曲的用具，及所有內科或外科束腹和帶（包括固定的支撐帶）特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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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殊墊子、彈簧等，可調整用以適合患者。
（b）製造材料（皮革、金屬、塑膠等）；或；
（c）加強部分，堅固的織物或不同寬度的帶。
此類供特殊整形外科用而特別設計之物品，不同於普通之束腹及帶，不論後者是否亦用來支撐或固定。
（11）整形肩帶（簡單之編織背帶或鉤針編織材質之背帶除外）。
本組亦包括拐杖和支撐杖（必須注意，一般走路用的手杖，即使是為殘障人士所特製的亦不包括在本
節（第 66.02 節））。
本組更包括稱作「輪式助行器」（walker-rollators）之助行器，當使用者推動該助行器時，可供支撐用，其通
常包含底部裝有 3 或 4 個輪子（部分或全部可旋轉）之管狀金屬架、手把及手剎裝置。「輪式助行器」之高度可
調整，且在兩手把間可裝設座物並配有線籃供攜帶個人物品，該座物提供使用者在任何需要時作短暫休息。本節
不包括：
（a）治療靜脈曲張用襪（第 61.15 節）。
（b）設計用以減輕足部某些部位上壓力之簡易保護器或裝置（塑膠製者歸入第 39.26 節，由以黏膠固定於紗布上
之發泡橡膠製成者，則歸入第 40.14 節）。
（c）本章章註 1（b）所提及之支撐帶或其他支撐物品，例如：孕婦或產婦用帶（通常歸入第 62.12 或 63.07 節）。
（d）大量生產，內底作成簡單弓形以減輕扁平足疾之鞋（第六十四章）。
本組亦包括動物用整形用具，例如：疝氣帶或條帶；腿或腳的固定器具；特殊的條帶和管用以預防動物咬槽
等；脫出用帶（用以保持器官、直腸、子宮等）；角支持物等。但不包括動物用一般馬具等保護裝置（例如：馬
用的鞍墊）（第 42.01 節）。

(Ⅱ) 夾護板及其他接骨用具
接骨用具係用在固定身體受傷的部位（供伸張或保護）或供接骨用。亦用於治療脫臼和其他關節傷害。
該類物品有些是用在病患身上（例如：鐵線、鋅或木製支架供義肢固定支持用，繃帶夾護板，肋骨接骨用具
等）；其他則固定在床上、桌台上或其他支持物上（保護床架、管製的擴張接骨用具、用於夾護板或支架上等），
惟後者若形成床、桌台上或其他支持物之不可分離部分時，不包括在此節。
依據本章章註 1（e）之規定，本節亦包括板、釘子等，被外科醫生用來插進入體內去接合骨折的兩部分，或
供類似接骨治療用。

(Ⅲ) 人造義肢、眼睛、牙齒
及其他人造之身體各部位替代品
這些完全地或部分地替代身體的缺陷部位，及在外觀上極為相似。它們包括：
（A）人造眼球：
（1）人造眼，這些通常由塑膠或玻璃製成，其間加添少許量的金屬氧化物，用以仿造人類眼睛不同部位的
特色和顏色（鞏膜、虹膜、瞳孔），可為單殼或雙殼型式。
（2）水晶體眼球透鏡。
供西服店模型用或裝飾用人造眼不包括在此（通常歸入第 39.26 或 70.18 節）；可確認為洋娃娃或
玩具動物用之人造眼歸入第 95.03 節中，或歸入第 70.18 節，假如是玻璃製者。
（B）人造牙齒及牙科用填料，例如：
（1）固體人造牙齒，通常由陶瓷或塑膠（通常為壓克力聚合物）所製成，這些可能是“diatoric”的牙齒有
少數的小孔供安裝材料貫入（通常是臼齒），或裝有二個金屬針供安裝用（通常是門牙和犬齒）或具
有一溝槽供滑入金屬凸緣用以固定牙床（通常也是門牙和犬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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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空人造齒，亦由陶瓷或塑膠製成，且有牙齒之外形（門牙、犬齒和臼齒）。
依據安裝的方法，稱為「種牙」（將一個小的金屬針或軸安入己準備好的齒根），或「齒冠」（利
用人造樹脂將假牙安裝到原先形狀的齒根上）。
（3）齒列。整體或部分，安裝有假牙之硫化橡膠、塑膠或金屬牙床。
（4）其他物品，例如：預製金屬牙套（金、不鏽鋼等）保護真正的牙齒用；鑄錫棒（重棒）供加重或增加
齒列之穩定性；不鏽鋼棒供強化硫化橡膠牙床，其他例如製造金屬牙套或齒列之附件（接頭、環、軸、
鉤、線環等）。
要注意齒堊質及其他齒填充物歸入第 30.06 節；該調配物如同「齒臘」或「齒壓痕塑型科」，包
裝成組，零售包裝或做成牙床，馬蹄型，手杖型及類似形狀。其他供牙醫學用的熟石膏為基礎之調配
物（生石灰或碳酸鈣），將歸入第 34.07 節。
（C）人體其他部位之人造替代品，例如：手臂、小臂、手、腿、腳、人造關節（例如：供臀部、膝蓋用者），
及替代血管及人工瓣膜的人造合成纖維管。
本節不包括在無茵容器內供移植用骨或皮膚（第 30.01 節）及接骨用接合劑（第 30.06 節）。

(Ⅳ) 助聽器
這些通常由一個或多個微音器（用或不用擴大器），一個接收器及一個電池構成迴路之電氣用具。那接收器
可穿戴於耳後或耳內，亦可為握持在手上而靠近耳朵。
這類器具僅限於供克服耳聾用；因此不包括下列物品如：耳機、擴大器及用於會議室或電話接線生用改善說
話可聽見度用之類似品。

(Ⅴ) 其他配帶用具或植入體內供彌補缺陷或殘廢用之其他用具
本組包括：
（1）供傷害或外科手術後失去聲帶的人助說用。主要由一個電子脈衝產生器組成。當壓著脖子時，例如：它們
在喉穴產生振動，經使用者調整產生聽得見的聲音。
（2）心律調整器。其尺寸、重量約略於一個袋錶，植入病患胸部的皮膚下。具有一用電極連接心臟之電池，提
供產生功用所須之脈衝。其他型式為用於其他器官之定律調整器（例如：肺、直腸或膀胱）。
（3）盲人電子輔助器。主要包含一個超音波收發器，由電池供給電力。頻率的變化因超音波束射出遇到障礙反
射回來的時間而變化，經過一個適當裝置（例如：耳內之耳件），用以探知障礙及判斷距離。
（4）植入體內之用具，用於支持或替代該器官之化學功能（例如：胰島素的分泌物）。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90.22-Χ光或阿爾法（α）、具他（β）、伽瑪（γ）放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
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Χ光管及其他Χ光產生器、高壓發生器、
控制面板及控制檯、銀幕、檢驗檯、椅及類似品（＋）。
-Χ光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
療器具：
9022.12--電腦斷層攝影器具。
9022.13--其他，供牙科用者
9022.14--其他，供內科、外科或獸醫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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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2.19--其他用途
-阿爾法（α）
、具他（β）
、伽瑪（γ）放射線器具，不論是否供內科、外科、牙
科或獸醫用，包括放射照相或放射治療器具：
9022.21--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
9022.29--其他用途
9022.30-Χ光管
9022.90-其他，包括零件及附件
(Ⅰ) Χ光射線器具
此器具的基本元件為含有Ｘ光產生管之單位。該單位通常是懸吊或安裝在角架上或其他具有方向或上升機構
之支持物上，由變壓器、整流器等組合而成的特別設備上給予該單位適當的電壓供其運作，其他Ｘ光射線器具的
大部分結構特性因所設計之用途而不同，例如：
（A）用於診斷方面的Ｘ光射線器具可穿透一般光線不能穿透的人體之事實，而且對Ｘ光射線的吸收隨著穿越的
身體密度增加而增加，包括下列各項：
（1）放射鏡（螢光鏡）器具，Ｘ光射線通過檢查之器官，在銀幕上投射出一個黑影，該影像不同的濃度變
化代表該器官之狀況。
（2）Ｘ光射線照相器具。當離開檢查之人體後，Ｘ光射線擊到一個相紙或底片上，立刻拍錄下影像。同一
器具也可用來放射複印及放射照相。
（3）Ｘ光射線器具聯合特別設計之相機所組成之器具。將架設於相機上的Ｘ光射線銀幕上所產生之影像拍
照下來。該類器具與特殊相機同時申報時，將一起分類歸入本節，即使是為了運輸方面而個別包裝者
亦同，但個別申報之相機，無論如何均歸入第 90.06 節。
（B）放射治療器具。Ｘ光射線的穿透力和對某些活細胞組織的破壞效果，兩者都被用來治療許多疾病，例如：
某些皮膚和某些瘤，因Ｘ光射線到達之深度不同，而區分為「表面」治療或「深」治療。
（C）工業用途之Ｘ光射線器具。Ｘ光射線在工業上有許多的應用。例如：在冶金學上找出汽孔位置或檢查合金
的均勻性；在工程上檢查組合之精確度；在電子工業上檢查大電纜或毛玻璃燈管；在橡膠工業上檢查輪胎
內層被覆物之反應（例如：帆布的伸張）；在不同的工業上，用來檢查或量測材料的厚度。儘管各種不同
的應用，這器具通常類似於上面所述說的供診斷用的Ｘ光射線器具，除了供特別目的使用而加裝裝置及附
屬設備者除外。
本節亦包括：
（1）特殊器具（Ｘ光射線繞射及Ｘ光射線光譜測量設備），用來檢查晶體結構及材料之化學成分；這些Ｘ光因
晶體而繞射，然後投射在照相底片上或一個電子計數器上。
（2）利用Χ射線檢驗鈔票或其他文件之器具。

(Ⅱ) 應用阿爾法（α）、貝他（β）、或伽瑪（γ）之放射線器具
阿爾法（α）、貝他（β）、或伽瑪（γ）放射線產生於放射性物質，該物質具有因原於自然轉換而產生放
射線的特性。此放射線物質放置在一個被覆有鉛之鋼製容器內（鉛箱），該容器上開有一小孔，僅供放射線由一
個方向通過。伽瑪（γ）射線具有許多與Ｘ光射線相同的作用目的。
依使用的放射線和用途可區分下列型式：
（1）治療器具、放射線來源是鐳、放射性鈷或一些其他放射性同位素。
（2）放射線檢查用器具，主要用於工業上檢查金屬件等，而不損傷到受檢物之結構。
（3）量測器具，如貝他（β）及伽瑪（γ）放射線厚度計，用來量測材料厚度（板、內襯及類似物），監看包
裹內含有何種產品（藥品、食物、運動槍彈、香水等）之器具，或離子風速計。在這些器具中，所需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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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般是通過對作用於被檢因素的輻射強度變化量而得知。
（4）火災警報器。為一個含有放射性物質之煙氣探知器。
本節不包括非設計裝有放射源，而僅用於供計量或偵測放射線之儀器，即使此等儀器已被標有各種刻度時亦
然（第 90.30 節）。

(Ⅲ) Ｘ光管及其他Ｘ光產生器、高壓產生器、控制面板
及控制檯、銀幕、檢查或治療檯、椅及類似品
本組包括：
（A）Ｘ光管。電能轉換成Ｘ光之裝置。
這些管的特性因不同的使用目的而變化。主要由放射電子的陰極，和接受電子撞擊的靶子（反陰極、
陽極）組成，因此使其放射Ｘ光，在許多情況中，這些管子也有許多中間電極用來加速電子流。這些電極
裝在一個通常是玻璃的管子或容器內，並有適當的電氣接頭。這些管時常裝在一個充滿油的電氣絕緣金屬
容器中，有時這些管充滿氣體，但其更經常保持在高度真空中。
本節不包括Ｘ光管用的玻璃管殼（第 70.11 節）。
（B）其他Ｘ光產生器具，例如：裝有可加速電子流的電子迴旋加速的器具，因此產生具高穿透力的Ｘ光。但電
子感應加速器及其他電子加速器並非用來產生Ｘ光，亦未裝附於Ｘ光器具上者不包括於本節（第 85.43 節）。
（C）Ｘ光銀幕，放射之螢光表面銀幕是用以接收放射線，這活性表面通常為氰化白金酸鋇、硫化鎘、鎢酸鎘。
這些活性面通常還被覆有鉛玻璃面。一些所謂的增光銀幕，為可產生光化射線影像可增加所成影像的密度。
（D）Ｘ光高壓產生器，這些裝有變壓器或整流器於絕緣屏專幕中。亦具有可拆卸的高壓接觸器；供連接Ｘ光管
用。要注意本節僅適於專用在Ｘ光器具上的高壓產生器。
（E）Ｘ光控制面板及控制檯。裝有控制曝光時間和電壓的裝置，通常亦包括放射量測定器，為該器具之完整體。
要注意。本節僅適於用在Ｘ光器具上之控制面板及控制檯。
（F）檢查或治療檯、椅及類似品，不論是裝在Ｘ光器具上，或獨立物品，只要是專用於或主要和Ｘ光器具一起
使用者，即使是個別申報時，亦歸入本節；但並非專用於Ｘ光工作的檯、椅則不包括在此（通常在 94.02 節）。

─ 1456 ─

Ch.90
*
**

本節亦包括基於輻射原理之避雷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可確認為專用於或主要用於Ｘ光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
歸入本節。此零件及附件包括：
（1）施佈器，通常鉛條內襯，裝於Ｘ光管通口，或輻射「輻射鉛箱」，有時也叫做定位器（localisers）。
（2）電子白熱集中裝置，特別用於放射治療，直接對準治療部分的皮膚，檢視治療部分，像前面的附件，這些
裝置通常按裝在Ｘ光管或「輻射鉛箱」的出口部位。
（3）鉛玻璃或其他Ｘ光不穿透的鹽物質所製之保護物，放置在Ｘ光管的周圍，保護操作者免於受到輻射線的傷
害。
（4）鉛覆蓋或鉛玻璃保護幕或遮蔽物，用於放置在操作者和Ｘ光管之間。
不管如何，本節不包括供操作人員穿戴之保護裝置，例如：全身保護衣或裝鉛橡膠手套（第 40.15 節），或
鉛玻璃護目鏡（第 90.04 節）。
*
**

本節亦不包括：
（a）鐳針頭，及管、針及類似品含有其他放射性物質者（第廿八章）。
（b）照相相紙及底片（第三十七章）。
（c）大型熱陰極二極電子管及其他整流管或整流閥，用於Ｘ光器具動力供應單元（第 85.40 節）。
（d）檢查放射線照片的器具（包括影像投影機）（第 90.08 或 90.10 節），及供射線照相或射線照相相片顯影用
器具（第 90.10 節）。
（e）應用紫外線或紅外線之醫療器具（放射線療法）（第 90.18 節）。
（f）量測或探測阿爾法（α）、貝他（β）、伽瑪（γ）或Ｘ光放射線的儀器；這些歸入第 90.30 節，除非裝附
有放射器具。
*
**

目註解：
第 9022.12 目
本目包括所稱全身電腦斷層攝影。該技術係利用電子人體斷面放射照相（斷層攝影）供全身檢查之放射診斷
系統。身體部位受Ｘ光波束個別步驟及層次之掃描，隨後Ｘ光在體內之衰減的不同由病患仰臥之桌面所穿過之圓
洞周圍環狀安置之數百個偵測器所測量。
系統本身之自動處理機將來自感應器之資料轉換為系統監視器上顯示之影像。該斷層影像通常由系統內之特
殊攝影機攝影，且於必要時，以電磁型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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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3-供示範（例如：教育或展示）用儀器、器具及模型，不適於其他用途者。
本節包括供示範用之儀器、器具及模型（例如：學校、演講室、展示場用）範圍甚廣，但不適合作其他用途。
依據此項條件，本節包括：
（1）特別的示範機器或用具，如：威姆斯特機（Wimshurtmachine）（供電氣實驗用），阿脫武德機（Atwoodmachine）
（重力定律示範用），馬德堡半球（Magdeburghemispheres）（供大氣壓力效應示範用），格拉魏生第環
（'sGravesandering）（熱膨脹示範），牛頓盤（Newton'sdisc），（白色光之顏色組合示範）。
（2）人或動物之解剖模型（不論是否有關節或裝有電燈）。人體立體模或晶體模型等。此類模型通常由塑膠或
石膏混合物製成。
（3）訓練用人體模型，附有像人般之人工的呼吸裝置，為人體大小之充氣式模型，用在「人工呼吸」救生法。
（4）船、火車頭、引擎等之橫斷面模型，用以顯示內部運作情形或某重要零件之功能；板面浮雕立體顯示。例
如：收音機組立之模型（用在無線電教學），或引擎機油循環系統等，不論是否有照明裝置。
（5）展示盒或板等，展示未加工材料之樣品（紡織物、木材等），或者是製造生產時各階段，各製程之展示（例：
工業學校教學指導用）。
（6）砲兵訓練用模型，供室內訓練課程用。
（7）製備供顯微鏡研讀用幻燈片。
（8）城鎮、紀念館、房子等模型。（石膏、紙板、木材等製者）。
（9）縮小尺度之示範模型（飛機、船、機械等），一般為金屬或木材製，（例如供廣告用等），要注意的是僅
供裝飾用之模型，當歸入其個別之節。
（10）省份、城鎮、山脈等之立體地圖，城鎮模型圖，立體陸地或地球儀，不論是否印刷。
（11）軍事坦克車模擬器，用於坦克車駕駛員訓練用（包括高級班訓練），包括下列主要部分：
─架裝在可移動平台之駕駛室
─觀看系統，包括地勢比率模型和架裝在可移動橋形架上之電視攝影機
─教官操縱台
─電腦單元
─液壓動力單元，和
─電力供應室

零件及附件
除依據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外（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
**

本節不包括：
（a）已印刷之地圖、表、插圖等，即使是供教學、廣告用者亦同（第四十九章）。
（b）第 88.05 節之地面飛行訓練器。
（c）供娛樂和示範用之物品（例如：機械零件之模型；機械式或電氣式玩具火車頭、鍋爐、起重機、飛行器等）
（第九十五章）。
（d）第 96.18 節之活動模型。
（e）第 97.05 節之收藏品。
（f）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例如：立體圖、地球儀）（第 97.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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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4-供試驗材料（例如：金屬、木材、紡織物、紙張、塑膠）之硬度、強度、耐壓度、彈性
或其他機械性能之機械及用具。
9024.10-供試驗金屬用之機械及用具
9024.80-其他機器及用具
9024.90-零件及附件
本節之機器和用具範圍很廣，乃測試各種材質（例如：金屬、木材、混凝土、紡紗、紡織紗線及纖維、紙、
紙板、橡膠、塑膠、皮革）之硬度、彈性、抗拉強度、壓縮性或其他機械性能。因此不包括：
（a）檢查材料顯微結構之儀器或用具（例如：第 90.11 或 90.12 節之金相或其他顯微鏡），或者是材質分析，或
是諸如多孔性、熱膨脹度等之測量儀器或用具（第 90.27 節）。
（b）被設計僅對寬度、厚度等做普通量測與檢查之儀器或用具（例如：機械零件、線材、金屬件）（第 90.17 或
90.31 節）。
（c）偵探材質之缺點：罅裂、裂痕或其他缺陷之儀器（第 90.31 節）。
本節之機器或用具一般用於工業或研究室中，測試工作（通常為標準試片或特選樣品）。有時亦在施工現場
（工廠、工地等），用於製程中，或者是庫房輸出系統之檢查。
有重數噸由電氣或液壓操作之大型到小型可攜式甚至口袋大小之儀器。「萬能」型式之機種（例如：金屬測
試用）常有不同附加裝置可用來做硬度、拉力、彎曲等測試。
雖成通常為「斷續」式操作，但亦有被設計成自動或半自動操作，（例如，用於大輸出量之組之線）。
試驗結果可能經由直接讀出（有時輔以諸如放大鏡等之簡單光學裝置，甚或本身裝有顯微鏡、輪廓投影機），或
是經由獨立之顯微鏡檢查試片（例如：金屬壓痕之觀察）而得知。此外，某些機器可能裝有供記錄試片應力、應
變等之設備。

(Ⅰ) 金屬試驗用機器及用具
本組包含下列用途之機器及用具：
（A）拉伸試驗，用於試片、棒、線材、纜線、彈簧等。拉伸試驗可得知金屬之彈性、斷裂應力以及其他重要性
能。拉伸試驗機有多種型式（例如：垂直、水平、蝸桿、液壓負荷等型式）；基本上試驗時利用顎爪、夾
頭夾持樣品。
（B）硬度試驗，用在試片、棒、機製品、零件等，金屬硬度乃量測其抗凹痕之阻力。這些試驗包括：
（1）鋼球凹痕試驗（硬化鋼球或金屬碳化物球）或布氏試驗（Brinelltest）。連續加壓（非衝擊或反覆打擊）
於鋼球上產生凹痕，藉槓桿、彈簧或活塞加壓；然後利用顯微鏡量測凹痕直徑。
（2）稜錐形鑽石凹痕試驗，此試驗可用洛氏（Rochwell）法（以有刻度盤之精確量測儀量測凹痕之深度），
或用維氏（Vickers）法（用顯微鏡量測凹痕面積）來完成。其他型式之試驗亦被使用（莫諾氏（Monotron）
、
蕭氏（Shore）、努氏（Knoop）等，也有利用鋼壓痕工具以測試軟金屬之儀器（例如：洛氏法）。以
上三種試驗可藉同樣機器完成。
（3）反彈試驗，藉反跳硬度計或硬度紀錄機之幫助而完成。一個小落鎚（通常頂部裝有鑽石稜錐體），從
一個預先定好之高度釋放落到試片表面上，金屬越硬，則落鎚反彈高度越高。
（4）擺動硬度試驗，觀者在其上擺動之擺錘靜止於試片上。該擺錘包括一個中間裝有一個鋼球的倒Ｕ型鑄
鐵體。
（C）彎曲試驗
（1）衝擊試驗，對棒實施（不論有否開槽），試棒放於二個支點上，利用衝頭對其往復衝擊直到試棒斷裂；
於是可決定其抗衝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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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壓力試驗（主要用於試棒），彎曲試驗（彈簧）。
（D）延展性試驗，主要用在測試金屬板片。通常在壓痕工具頂尖處裝有一鋼球，逐漸壓入板片內直到穿孔點；
記錄下最先之接觸，然後可量測出應力和變形。
（E）折疊試驗（板、棒及線），壓縮試驗及剪刀試驗（主要為鑄鐵用）。
（F）疲勞試驗，試片不僅用於判斷上述之簡單應力，亦得到合成應力及變應力，利用迴轉彎曲試驗機（試片高
速迴轉），或倒轉扭力試驗機（扭力方向係交替倒轉），電磁疲勞試驗機等來完成。

(Ⅱ) 紡織品試驗機器及用具
本組之主要試驗機器包括：
（1）延展性及斷裂強度試驗，應變試驗下的彈性及抗拉強度，及類似試驗（及該類試驗之混合試驗），被試驗
的材料可能是未加工的纖維或紗、索或繩、普通織物、針織物、帶等。
這些試驗藉各種型式之測力計幫助而完成，通常以其操作原理命名（例如：擺錘或平衡槓桿等測力計），
或依據最常被試驗的材料命名（例如：單紗、撚紗或撚索、玻璃纖維、絞紗或束紗、織品等測力計）；這
些試驗亦可藉使用伸長計來完成，某些測力計裝配有一個球裝置供織品穿孔試驗用。
（2）檢測織物樣品尺寸變化之試驗。織物樣品在乾燥及潮濕的狀態下拉緊後計量其伸縮性。
（3）磨耗試驗，將紡織品曝放在磨擦物上來完成該試驗（摩擦板、布、亞麻台布等），有時亦放在其本身紡紗
上來試驗。
這些試驗利用磨損試驗機，磨耗試驗機等來完成。布條利用磨擦儀器（一個磨盤，裝配有金屬凸緣之回轉滾
筒，一個鋼製磨輪等）在合適的張力下漸漸磨耗。磨耗能力之量測乃根據導致織品破裂時，磨擦儀器所需要之回
轉數。
本節不包括用來檢查紡織材料之儀器（例如：紗線均質度試驗機；應變試驗機，用以決定紡紗在經紗架或捲
筒上之張力等等，紗線扭力計及扭力記錄計，以量測紗線之扭力值（第 90.31 節）。

(Ⅲ) 紙、紙板、油布、軟塑膠軟橡膠試驗用機器及用具
這些試驗主要包含拉伸強度（量測伸張率、破裂負荷等）或抗穿孔性，與織物相類似，使用測力計測非常有
效。
此類包括破裂強度試驗機，折疊試驗機等（例如：用於紙張），彈性計，反彈計，拉力計，磨損機，塑性計
（例如：橡膠或塑膠用）。

(Ⅳ) 其他材料試驗機器及用具
大部分這些材料（例如：木材、混凝土、硬塑膠），主要有拉力、彎曲、硬度、壓縮、剪力、磨損等試驗，
其試驗所使用之機器與用具與金屬材料試驗機器及用具原理相似（利用球印痕、衝擊等）。
本節亦包括許多儀器，通常尺寸很小，用以決定抗拉強度、抗彎曲強度、抗壓縮強度等，其試片由砂模鑄造，
亦包括供砂模或砂心之表面硬度量測用儀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90.25-液體比重計及類似浮動儀器、溫度計、高溫計、氣壓計、濕度計及雙管濕度計，有無記
錄裝置者均在內；上列任何儀器之聯合裝置。
-溫度計及高溫計，未與其他儀器聯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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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511--充液式供直接讀取用
9025.19--其他
9025.80-其他儀器
9025.90-零件及附件
（A）液體比重計及類似浮動儀器
這些儀器大體上是經由直接閱讀逐漸變化之管子，用以決定固體或液體之比重，或者是其他與比重有關之數
值（例如：酒精濃度）。儀器的讀數有時可藉轉換表轉換成其他的單位。
儀器通常由玻璃製成（雖然有些是由金屬所製成，例如：鎳銀合金、銀等等），於一端以水銀或鉛配重。通
常這些配重是固定的，但是為了要得知不同比重液體之密度，有時候亦會設計成重量能夠變化，或者是可加配重。
有些液體比重計（例如：決定蓄電池中酸濃度之儀器）被固封於玻璃注射器內。其他的類型則與溫度計聯合使用。
這些儀器大部分因用途而被稱呼，例如：酒精比重計、糖液比重計（用於釀造或糖之製造）；鹽量計；乳汁
密度計或檢乳器、酸測定器（決定蓄電池酸之比重或其他酸之比重），尿比重計等。其他則冠以發明者之名命名
（例如：玻美（Baum'e），柏瑞司（Brix），柏林-Balling），培特（：Bates），蓋--呂薩克（Gay--Lussac），里查
特（Richter），士瑞克（Tralle），錫克司（Sikes），史都盤尼（Stoppani）等等），尼克遜（Nicholpon's）液體比
重計用於固體。
本節不包括：
（a）利用其他方法決定比重的儀器，例如：比重瓶（pyknometer）（第 70.17 節），比重天平或水力天平（第 90.16
節）。
（b）非浮動儀器之某些分析器具，例如：奶油比重計（用以決定奶油脂肪量），尿素比重計（測試尿素量），
歸入第 70.17 節。

（B）溫度計，溫度計錄器及高溫計
本組包括：
（1）玻璃溫度計，有一個填充液體的管子。這些溫度計包括家庭用的溫度計（房間、窗戶溫度計等），浮動溫
度計（浴池用溫度計等），臨床用溫度計，工業用溫度計（供鍋爐、火爐、快鍋用等等），實驗室用溫度
計（用於熱量計等等），特殊氣象學用溫度計（例如：供太陽或地球輻射測量用），水道學用溫度計（例
如：深海測深用可逆溫度計）。本節亦包括供顯示最高或最低計錄溫度之最小值及最大值玻璃溫度計。
（2）金屬製溫度計（特別是由膨脹係數不同的二個金屬條焊接而成之雙合金溫度計）。它們主要用於氣象學，
是為了空氣狀況以及其它科學或工業的目的；溫度計與機動車輛聯合使用，而指出冷卻器中水的溫度是一
種通常的型態。
（3）膨脹或壓力溫度計，附金屬系統。這些溫度中可膨脹之介質（液體、蒸氣、氣體）發展成一種壓力，以及
使布登管（Bourdontube）作動，或著似壓力量測裝置，可使得指示針盤上之指針動作，這些溫度計大部分使
用於工業上的目的。
（4）液晶溫度計，這些包括依照溫度變化而改變物理性質（例如：顏色）之液晶。
（5）電子溫度計及高溫計，例如：
（i）電阻溫度計及高溫計，由金屬（例如：白金）或半導體的電阻變化來操縱。
（ii）熱電偶溫度計及高溫計，基本原理為由加熱二種不同電導體之連接體，產生與溫度成比例之電動勢。
組成金屬通常使用：白金及銠─白金；銅及銅─鎳；鐵及銅─鎳；鎳─鉻與鎳與鋁。
（iii）輻射（包括光學）高溫計。這些有各種的類型，例如：
（a）高溫計。利用凹面透鏡將白熱體射出之輻射集中，例如：投射位於透鏡焦點的熱電偶之熱連接點。
（b）隱絲式高溫計。溫度之測量由白熱絲燈亮度之改變得知，利用可變電阻裝置，直到與被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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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影像一致為止。
電子溫度計及高溫計有時與控制火爐、烤箱、發酵桶等運作之自動調節裝置聯合使用。此類型歸入第
90.32 節。
（6）光學，測定光度之之體式高溫計。由一個標準白熱燈照於稜鏡中央部分，提供一個觀視範圍，四周則被熱
體之光照明。一個被覆不同密度乳劑之圓形玫瑰圓碟，迴轉因而改變來自熱體光的強度。使得觀視範圍中
內部與外部部分亮度相等所需圓碟之迴轉數，即為測量之溫度。
（7）光學，隱絲型高溫計。從火爐中反射過來的影像強度，相等於標準燈藉著放入一系列煙燻的玻璃所得之強
度，或者由旋轉逐漸楔入之吸光玻璃而得到相等溫度之光強度。
（8）迴轉變化高溫量測光學儀器，由二個尼科爾稜鏡（Nicol），中間放置一個已刻劃刻度之石英體組成。計算
其中一個經轉動可得到特殊顏色之尼科爾鏡的角度可得到溫度值。
（9）高溫計，利用固體物質之收縮。（例如：黏土）由一個擺動的槓桿組成，其中一臂在刻度盤前移動，另一
臂則與估計溫度之桿連接。
本節亦包括「接觸」溫度計，用以顯示溫度，但附有能操作電氣信號燈、警鈴、繼電器或開關之輔助
裝置。更有包括金屬或蒸氣壓溫度計，有時亦稱為「高溫計」，最大可量測 500℃～600℃之溫度。
溫度記錄器亦歸入本節。由一溫度計聯合一個在滾筒上記錄溫度變化之記錄指示器；可由機械或電氣
鐘錶運動操作，或由同步馬達操作。
本節不包括「高溫儀」，測徑式儀器用於量測黏土之收縮等等，在燒火期間自窯爐中取出試片，用以決定燒
火過程（第 90.17 或 90.31 節）。

（C）氣壓計及氣壓記錄器
這些儀器用以決定大氣壓力。用來量測液體或氣體壓力之類似儀器（壓力表）不包括在此（第 90.26 節）。
一般使用上有二種型式的氣壓計，水銀氣壓計及無液氣壓計。
一般水銀氣壓計由一個上端被封閉，充滿水銀的玻璃管子組成。有一種型式玻璃管下端位於水銀槽中，另一
種型式管子下端彎入虹吸管內，大氣壓力作用於管子短的開口部分。上二種情況，管子內之水銀柱因大氣重量而
平衡，上升或下降（刻度顯示或針盤指示顯示）即為所測量之大氣壓力。水銀氣壓計包括福廷（Fortin）氣壓計（具
可調槽），虹吸管氣壓計（具可調刻度），船舶氣壓計（裝置於平衡環內）。
在無液氣壓計中，大氣壓力作用於一個或多個波狀艙室中，或作用在一個薄壁，彎曲金屬管。艙室或管子之
變形量被放大且傳至指示器，指示出在刻度尺上之大氣壓力或轉換成一種電子訊號。
本節亦包括：
（1）氣壓高度計。不僅指出大氣壓力亦指示出高度；但僅指示高度之高度計除外（特別是航空用）
（第 90.14 節）。
（2）彎管流壓計，由液體（例如油）替代水銀，以壓縮管中之氣體。
氣壓記錄器為記錄大氣壓力之儀器，類似於記錄溫度之溫度記錄器（見上列（B）部分）。

（D）濕度計及濕度記錄器
此類物品用以決定空氣、其他氣體中所含水份。主要的型式有：
（1）化學濕度計，藉化學物質吸收濕氣後予以過磅。
（2）凝結或露點濕度計，使用「露點」的方法（也就是水蒸汽開始凝結之溫度）。
（3）毛髮濕度計，由一根或多根之毛髮或細塑膠條，依據它們是濕或乾之長度變化。毛髮或細塑膠條綁於一構
架上，加上配重，並裝於滑輪上，滑輪之軸上裝有指針在刻度盤上移動以指示濕度。在有些裝置這種運動
被轉換成一種電子信號。
（4）具環狀玻璃管之濕度計，管中部分充填水銀，一端用膜片封閉，在大氣中可半滲透水蒸汽。當水蒸汽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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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用於水銀時，可使得玻璃管繞一連接針盤上指針之軸移動。有些裝置之玫瑰管位移被轉換成電子信號。
（5）濕度計具螺旋狀金屬條，及金屬條上被覆一層對濕度有反應之物質。吸濕反應改變金屬條之長度。此動作
傳給一個固定在金屬條尾端及裝配有一通過針盤移動之針的軸。金屬條長度變化之動作在有些裝置被轉換
成電子信號。
（6）電子濕度計。電子濕度計之操作，主要根據特殊吸濕性導電鹽之導電率變化（例如：鉀一氯化物）或是根
據電子元件對濕度之電容量變化。（這些儀器有時可微調用以顯示被測元件之露點）。
本質上或多或少由裝飾性物體（小木屋、尖塔等）以及依照天氣之好壞而出現或隱沒之小塑像所組成之別緻
性濕度觀測器亦歸入本節。另一方面，紙類浸漬有化學物質，其顏色可依據大氣濕氣含量發生變化者除外（第 38.22
章）。
濕度記錄器，亦歸入本節，類似毛髮濕度計，但如溫度記錄記錄濕度之方法般記錄濕度變化（參看上面（B）
部分）。
本節不包括決定固態物質中所含水分之儀器（第 90.27 節）

（E）雙球濕度計
這些是一種特別型式之濕度計。它們決定濕度是經由溫度的差別而得知，溫度差由兩方面指出（a）一個乾球
溫度計，記錄空氣溫度，及（b）一個濕球溫度計，其濕球藉不斷的浸於水中之材質保持濕度以吸收蒸發熱。
電子雙球濕度計通常使用電阻溫度計或半導體替代一般雙球濕度計的非電子溫度計。
*
**

濕度計和雙球濕度計係使用於廣泛的目的，例如：在氣象學（在觀測站、家庭等）、在實驗室、在冷凍廠、
在人工孵化、在空調（特別是在紡織廠）。

儀器的聯合裝置
本節亦包括上述儀器之聯合使用者（例如：聯合比重計、溫度計、氣壓計、濕度計、雙球濕度計），當增加
一個或多個其它裝置，將使得該等儀器組合具有某特定章節所包括設備或用具之特性者除外（例如：第 90.15 節
作為氣象學儀器）。特別地，下列各項仍應歸入本節：
（1）溫度濕度記錄器及氣壓溫度濕度記錄器；感光計（僅由二個特別溫度計之聯合儀器）。
（2）測霜儀，能夠預報霜即將來臨之儀器，因此特別是被使用在園藝中。主要亦由二個溫度計聯合組成。
在另一方面，本節不包括用於探測大氣之無線電探測器（見第 90.15 節之註解）。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例如：
針盤、指針、盒子、微調尺）。

90.26-供計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或其他可變因素之儀器及器具(例如：流量
計、液位計、壓力計、熱度計)，不包括第 90.14、90.15、90.28 或 90.32 節之儀器及器具
。
9026.10-計量或檢查液體流量或液位用
9026.20-計量或檢查壓力用
9026.80-其他儀器或器具
9026.90-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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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商品標準分類中更顯著為其他節所包含之儀器及器具，例如：
（a）減壓閥及恆溫控制閥（第 84.81 節）。
（b）風力計及水文液位計（第 90.15 節）。
（c）溫度計、高溫計、氣壓計、濕度計及雙球濕度計（第 90.25 節）。
（d）物理或化學分析儀器及器具（第 90.27 節）。
本節包括供測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動能或其他過程可變因素之儀器及器具。
本節中之儀器或器具可能裝配有記錄、信號或光學標度讀數裝置，或具電氣、氣壓、液壓輸出之傳送器。
測量或檢查用器具，通常附有對量測量敏感之元件（例如：布登管（Bourdontube），膜片、真空管、半導體）
用以移動一針或指針。在有些裝置，變化量被轉換成電子信號。
此節中供測量或檢查用之儀器或器具可聯合水龍頭、閥等，其分類同第 84.81 節之註解。

(Ⅰ) 供測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之流或流率之器具
（A）流量計，指示流率（每單位時間的體積或重量）及用於開放式水道（河流、水路等）及封閉式導管（管線
等），通過水量之量測。
部分流量計利用第 90.28 節之流體計量器之原理（渦輪式、活塞式等），但主要還是利用差壓原理，這
些包括：
（1）差壓（固定孔口）流量計，這些主要包含：
（i）一個主裝置（例如：皮托或文氏管，簡單隔板，孔口板，成形噴嘴）用以造成差壓，及
（ii）一個差壓表（浮筒，膜片，差壓，擺動環天平或流量傳送器等型式）。
（2）面變面積（可變孔口）流量計。通常由具一種浮筒之圓錐管組成，該浮筒經由水流帶動，直到在浮筒
與管壁間之液體流動達到平衡。對高壓液體而言，由磁性流量計（位於非磁性管中之鐵浮筒由一磁鐵
而顯現於外部），或閥流量計（一個阻隔膜片裝於與一小流量計平行連接之管內）製成。
（3）磁場、超音波或熱操作之流量計。
本節不包括：
（a）供河川、運河等流率測量用之水文測量葉輪，當歸入第 90.15 節之水文測量儀器。
（b）僅指示某期間液體傳送總量之器具，將歸入第 90.28 節之液體供應計量器。
（B）特別型式之風速記。通常用來記錄礦場上隧道、煙囪、火爐及渠道中空氣流之流率，主要由一個葉片式風
扇及校準過的刻度圓盤組成。有些裝置中，量測值被轉換成電子信號。

(Ⅱ) 供測量或檢查液體或液體液位之儀器及器具
液位指示針及氣體含量指示針。
液位指示計包括：
（1）浮筒式。可直接閱讀安裝於浮筒上之刻度計，或其結果經由纜繩或滾筒傳達到刻度圓盤上之指針或轉換成
電子信號。
（2）氣動及液壓型式。通常利用差壓錶量測壓力容器內之液位。
（3）二色燈型式。供鍋爐用，利用水與水蒸汽折射指數差之原理。由一組燈泡，彩色幕，一光學系統及用不同
顏色代表水及水蒸汽高度之水位計組成。
（4）電子式，例如以電阻、電容，超音波等之變化為基礎。
本節不僅包括供密閉式貯儲器或槽用的液位指示針，亦包括供開放式的水塘或運河（水力發電廠、灌溉系統
等）用之液位指示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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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確知氣體計量計之值，量測「鈴」之標線，直接式或由利用纜繩及鼓輪與鈴連接之刻度圓盤上指針得知。
供測量或檢查固體物質標線之儀器不包括在內（第 90.22 或 90.31 節，視情況而定）。

(Ⅲ) 供測量或檢查液體或氣體壓力之儀器及器具
壓力計（例如：液體壓力計），供計量液體或氣體壓力之器具，不同於氣壓計者在壓力錶指示出液體或氣體
在密封空間之壓力，氣壓計則用以測出大氣壓力。壓力計主要的型式如下：
（1）液體或壓力計（水銀，水或其他液體，或二種不易混合的液體）。該液體置於玻璃管或金屬管內；這些儀
錶可能為單柱型，Ｕ型管型，傾斜管或多管型，或為一種擺動環天平。
（2）金屬壓力計，像無液氣壓計一樣，這些可能有單個或多個隔室，一個艙室，布登管或螺旋狀金屬管及一些
其他對壓力敏感之元件，可直接移動一指針或轉換成電子信號。
（3）活塞式壓力計，在這些之中，壓力直接傳到活塞之上，或經由一隔室傳到活塞之上。而活塞是被一彈簧配
重或支持著。
（4）電子壓力計，利用電氣現象之變化（例如：電阻、電容）或利用超音波。
真空計，供量測非常低的壓力用。包括使用熱離子真空管（三極管）之電離器。其中正離子經由電子與剩餘
氣體中的分子碰撞而產生，被吸引朝向負極。當熱離子真空管（三極管）個別申報時不包括在本節中（第 85.40
節）。
本節亦包括最大及最小式壓力計，計量壓力差之差壓計，包括下列各種型式：雙液式、浮筒式、擺動環天平
式、隔膜式、艙室式、球式（無液體）等等。

(Ⅳ) 熱量計
熱量計用來計量某裝置之熱消耗量（例如：熱水或加熱系統）。主要由一個液體供應計，二個分別置於管道
入口和出口的溫度計，及一種計算和總計機構。此類亦包括熱偶熱量計。
放置於散熱器上扁平處之小型熱量計，與溫度計相似，能完全分攤中央的熱消耗費用，包含一種於加熱效應
下會蒸發之液體。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單獨進口時，亦分
類於此。例如：包括獨立記錄裝置（包括經由許多測量或檢查儀器之指示量均被記錄），不論是否裝有發送信號、
設定或控制裝置。

90.27-理化分析用儀器及器具（例如：偏光計、折射計、分光計、氣體或煙之分析器具）
；測量
或檢查粘性、多孔性、膨脹、表面張力及類似特性之儀器及器具；計量或檢查熱量、音
量或光（包括曝光計）之儀器及器具；理化分析用切片機。
9027.10-氣體或煙之分析器具
9027.20-層析及電泳器具
9027.30-利用光學輻射線（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之分光計、分光光譜儀及攝譜儀器
9027.50-其他利用光學輻射線（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之儀器及器具
9027.80-其他儀器及用具
9027.90-理化分析用切片機；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
（1）偏光計。供測量通過一個光學活性物質，而旋轉的光線，通過偏光平面的角度。它們主要包括一個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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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包含偏光和分析稜鏡的光學裝置，放置被分析物質的管夾持器，一個觀察目鏡及一量測尺。
一般偏光計除了必需的光學元件外，電子偏光計尚裝配有一個光電池。
（2）半影偏光計，供分析平面或橢圓偏光。
（3）糖量計。這些是特殊的偏光計，設計以決定糖液濃度。
（4）折射計。這些儀器用以決定液體或露體的折射指數（為用以決定物質純度的最重要常數之一）。它們主要
包括一個稜鏡系統，觀察及閱讀目鏡，及一個控制溫度的裝置（因為這個深切影響折射指數）。它們被廣
泛地使用，特別是在食品工業上（供測試油類、奶油及其他脂肪物質，分析果醬、果汁等），用在玻璃工
業、油的精製及生物學上（供量測血漿或脫色劑等的蛋白質含量）。
大部分折射計均安裝於一個基座或架子上；其它的是手動型，另外一種型式被用於固定在製造桶（槽）
邊上。
（5）分光計。這些儀器用來量測發射及吸收光譜的波長。它們主要包括一個可調節槽視準儀（待分析之光線即
通過其上），一個或多個可調整的稜鏡，一個望遠鏡及一個三稜鏡台。某些分光計（特別是供紅外線或紫
外線所用）裝配有稜鏡及繞射光柵。
此類包括：觀察光譜所用的分光儀；光譜記錄儀供記錄光譜於相紙上或軟片上（光譜圖）；單色儀供
隔離光譜中的一條特別線，或是隔離連續光譜中的某部分。
但本節不包括，太陽光攝影儀及太陽分光儀，用於太陽觀察（第 90.05 節）；光譜投影機，供檢查投影
在銀幕上的放大光譜圖（第 90.08 節）；測微顯微鏡及附顯微鏡的光譜比較儀（利用光學觀察，比較檢查光
譜圖）（第 90.11 節），以及供計量及檢查電量用的頻譜分析儀（第 90.30 節）。
（6）質譜儀及類似器具，供分析材料等的同位素組織。但本節不包括供同位素分離用的電磁同位素分離器（第
84.01 節）。
（7）比色計。此「比色計」一詞，適用於二種不同主題的儀器，其中一種用以決定物質（液體或固體）的顏色，
將物質的顏色比對由三種主要顏色（紅、綠及藍），依可變比例混合成的顏色。另外一種比色計用於化學
或生物化學的分析，利用物質顏色的比較，決定溶液中存在物質的濃度（或經試劑處理後的物質顏色）與
標準顏色板或標準液體比較。在後面那一種比色計中，被測試的溶液與標準溶液裝在二個玻璃管中，利用
二個稜鏡透過目鏡觀看。這些儀器有的使用光電池。在某些這種型式的儀器中，將與氣體反應後，會改變
顏色之紙帶同試劑一起使用。這些儀器使用兩個光電池，用以量測與氣體反應前後的顏色。
此類亦包括其它光學分析器，例如：比濁計及濁度計（用以決定溶液的混濁程度），吸收比色計，螢
光計（用以決定螢光，廣泛地被使用於分析維他命、生物鹼的含量），漂白度測定儀及透明度測定儀（特
別是用於量測白晰度、不透明度或紙漿、紙的亮度）。
（8）氣體或煙分析器具。用於焦炭爐、氣體發生爐、鼓風爐等，分析可燃氣體或燃燒副產品（燃燒過的氣體）。
特別是用以測定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氧、氫、氮或碳化氫的含量。電氣式氣體或煙分析器具，主要用以
決定及量測下列氣體的含量：二氧化碳上一氧化碳及氫、氧、二氧化硫、氨等。
某些此類儀器或器具決定被適當化學物質吸收的氣體或燃燒掉的氣體體積。這些包括：
（i）奧氏氣體分析器。主要包括一個送氣瓶，一或多個吸收球及一個計量滴定管。
（ii）燃燒或爆炸器。這些裝配有一個燃燒球管或爆炸球管（白金毛細管，白金或鈀線管，具有感應火花等）。
這些不同型式的器具也可以聯合使用。
其他模式依密度原理或藉分凝法及蒸餾（分餾）法操作者，或依據下列原理：
（i）氣體熱傳導性。
（ii）可燃氣體在電極上的熱效應（例如：煙氣中一氧化碳及氫）。
（iii）氣體選擇性吸收紫外線、可見光、紅外線或微波輻射。
（iv）氣體滲磁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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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氣體與輔助成分的化學螢光反應。
（vi）在氫火焰中，碳氫的火焰電離。
（vii）某一適當液體試劑與氣體反應前後的傳導率差異。
（viii）在具有固體（特別是供氧分析用的氧化鈷）或液體電解質池中的電化學反應。
要注意，本節包括供用於工業上的氣體或煙分析器具（也就是：直接連接火爐、瓦斯發生器等），但
器具僅包括實驗室玻器具將歸入第 70.17 節。
（9）電子測煙器。被用於火爐、烤箱等，例如：在其上一束光線（或紅外線）直接射到光電池上，依照煙的濃
度、通過煙的光線量，將導致光電池回路中電流的變化，然後操縱一個刻度指示器或一個記錄系統，以及
有些情況為操縱一個調整閥。這些器具可能裝配有警報裝置。
電子測煙器單獨與警報器裝配者，歸入第 85.31 節。
（10）火災偵測器及其他偵測器（例如：二氧化碳）。這些包括供礦場或隧道內氣體探測用攜帶型器具，供探測
幹線洩漏用。
（11）氣體中塵土分析器。這些操作藉給予一定量的氣體通過過濾盤，秤出過濾器試驗前與試驗後的重量。這個
器具包括計量空氣中總塵土量的丁得塵土分析器，及測試塵土用面罩及過濾器等。它們包括一個黑玻璃覆
蓋塵土室，一個光源，一個附有稜鏡分析測量裝置的光測頭，以及一個供量測旋轉角的圓形刻度尺。
（12）測氧儀。用以決定液體中溶解的氧，利用極化量測單元，或利用鉈和溶解氧的化學反應（量測電解質導電
率的改變）。
（13）極譜分析儀。用以決定液體成分，例如：在水中溶解的金屬微量，利用量測及計算出浸於溶液中的電極之
電流與電阻的相關值。
（14）濕化學分析儀。用以決定液體中無機或有機成分。例如：金屬微量、磷酸監、硝酸監、氯化物或完整參數，
例如：化學上的氧需要量（COD）及全部有機物質的碳含量（TOC）。此分析儀包括一個樣品準備裝置，
一個分析組件具有：例如，離子感應電極、光度計或極譜儀，以及自動分析儀中控制單位。
（15）粘度計及類似品。用以決定粘度（也就是液體的內摩擦），它們的原理可能為：
（i） 毛細管原理，量測出液體在定壓下流過管子所需要的時間（例如：奧斯瓦爾特粘度計、恩氏粘度計
（Engler）等）。
（ii）一個固體與一個液體間的摩擦效應。或
（iii）一球落下穿過液體所需的時間。
（16）偏光儀（應變觀視器）。這些量測玻璃的內應變（例如：由壓緊、退火、焊接等產生的應變，這些可能導
致玻璃容易破裂）。它們包括一個具有一個電燈的小室，光擴散裝置，偏光計以及一個極化望遠鏡。玻璃
上的應力將如同光亮的真珠般被顯示。
（17）膨脹計。用以量測鋼、金屬合金、焦碳等溫度變化的膨脹或收縮。大部分這些儀器為可記錄的型式（機械
式地記錄於一圖上或照相記錄）。
（18）決定多孔性或滲透性的器具（對於水、空氣或其他氣體等）。我們所知的孔率計或滲透計（勿與量測物質
透磁性的滲透儀混淆）。它們被使用在紙、紡織品、纖維、塑膠、皮革、紗等。
（19）量測液體表面張力或界面張力的儀器（例如：扭力天平）。液體表面張力或界面張力，通常利用下列三個
因數中的其中一個來決定：從已知的毛細管中滴落的水滴重量（或具有已知體積的水滴數量）（水滴重量
法）；在一已知直徑的毛細管中液體自由升起的高度（毛細上昇法則）；在液體表面除去水環所需力量。
（20）量測滲透壓力的儀器（滲透壓力計），也就是當兩個易混合的液體被一層薄膜分開時，所產生的壓力，該
薄膜部分滲透，但不相等地滲透於二個液體內。
（21）測試礦物油及衍生物的器具（例如：焦油、瀝青、柏油）。這些包括決定礦物油的閃點、凝點、流點、滴
點等器具，石臘的溶點、含水量、含灰量、含硫量、油脂和焦油的濃度、雲點、冷點等。
─ 1467 ─

Ch.90
（22）PH 酸鹼度計及 rH 氧化還原計。PH 計用於量測溶液或混合液中的酸鹼度（純水為中性）。rH 計用來量測
溶液中氧化或還原的力量。這些儀器按照許多不同的原理運作。最普通的型式是使用電測系統。在其上電
極用以建立電位差，該電位差與溶液中的 PH 值或 rH 值成比例。除了量測之外，這些儀器亦自動控制使用。
（23）電泳儀器。利用當直流電流通一個溶液時，發生濃度改變的原理。依據產品特性，充電質點以不同的速度
遷移。
這些儀器通常具有一含光電池的測光裝置，及一個直接刻上光學密度單位的毫安計。
它們被用來分析各種溶液（蛋白質、氨基酸等），供檢查血漿、荷爾蒙、酵素、病原體等物質，以及
用以研究聚合現象。
（24）色譜儀（例如：氣體、液體、離子或薄層色譜儀）。用以決定氣體或液體的成分。被分析的氣體或液體通
過吸收材料製成的圓柱或薄層，然後經由測試器量測。被分析的氣體或液體特徵，由它們通過吸收性材質
的圓柱或薄層所花時間顯示，不同成分的被分析物量，由測試器所發出的信號強度指示。
（25）電子滴定儀器，利用測量電極以滴定水、銀鹽、鹵素等。
（26）分析儀-有時稱為「固體溼度計」-依物質之介電常數、導電率、電磁力或紅外線之吸收而定。
（27）導電率計，供決定電解質導電率，或決定鹽的濃度、酸或鹼在液體中的溶解度。
（28）光電池密度計及微密度計，用來量測光譜照片的密度，以及分析記錄於照片乳劑上的任何現象。
（29）光度計，測量光強度的儀器，被測光與標準光源以同一強度照射在同一表面。假如不是比較兩者的光強度，
而是比較兩者的光譜則稱為光譜光度計。
光度計被廣泛地使用於各種光學過程和分析（例如：濃度、亮度、固體物質的透明度、相紙或軟片的
曝光度（密度計）、透明或不透明固體或溶液的顏色深度）。
某些光度計使用在照相或攝影上，稱為曝光計，用以決定曝光時間或決定光圈大小。
（30）照度計（決定某一光源的強度，以勒克司為單位）。
（31）量計，用以決定一固體或液體或氣體之吸熱或放熱量的多少，主要分為：
（A）冰熱量器（本生式）比較冰融化的體積。其由冰包圍的試管，浸於一箱的水中，浸於一箱的水中，並
有一裝水銀的刻度試管。
（B）熱式熱量計，原理為熱量傳遞的大小，裝水的水罐放置於裝有水的桶槽中，並附有攪拌器及溫度計，
目前有兩種形式：
（i） 決定氣體或液體燃料的熱量計。此裝置以水循環流過氣體或液體的燃燒室，量測出口和入口的
水溫差。
（ii）箱式熱量計，用以決定物質的燃燒熱，通常包括一個鋼製容器（鉛箱），裏面裝有已知數量的
待測固體或流體以及氧氣於加壓狀態下，使用適當裝置，將試樣在氧氣中引燃，將「鉛箱」放
於水熱量計中，因而可測得所產生的熱量。
本節亦包括工業用的熱量計，其裝置於產生熱量的氣體發生器。但假如連接為了保持一定熱量的混
合氣體的調節裝置，則不包括在內（通常在第 90.32 節）。
（32）冰點測定計及沸點測定計，具有實驗室玻璃器具特性者除外（第 70.17 節）。
*
**

本節亦包括了顯微鏡檢查用切片機，用在顯微鏡檢查工作，從欲檢查的物體上，切割下非常薄的截面。顯微
鏡檢查用切片機有多種型式，例如：手動式（一種直刀片）、迴轉式、滑座式（水平或傾斜面）。

零件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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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可確認為專用於或主要用於上述儀器和器具
之零件及附件。
*
**

本節亦不包括：
（a）耐火材料實驗室設備（蒸餾罐、容器瓶、坩堝、杯子、浴槽或其他類似品）（第 69.03 節），及其他陶瓷材
料的類似品（第 69.09 節）。
（b）實驗室玻璃器皿（第 70.17 節）（更詳細分類，見下述）。
（c）顯微鏡（第 90.11 或 90.12 節）。
（d）精密天平（第 90.16 節）。
（e）Ｘ光等射線器具（第 90.22 節）。
（f）第 90.23 節的示範器具。
（g）材料試驗機器及用具（第 90.24 節）。
（h）比重計、溫度計、濕度計及第 90.25 節的類似儀器，不論是否用於實驗室者。
（ij）第 90.26 節的器具。
*
**

可能分類本節及第 70.17 節（實驗室玻璃器皿）內的物品。依下列考慮分類：
（1）假如一件物品具有玻璃器皿的主要特性（不論是否有刻度或校準過，亦不論是否具有附加的橡皮管閂、接
管等），不歸入本節，即使是一種特殊儀器或器具亦然。
（2）一般而言，儀器若僅部分由玻璃而大部分由其他材料製成，或者是玻璃零件裝附或永久固定於架子、座、
箱子等，通常不具玻璃器皿的主要特性。
（3）玻璃零件與量測儀器（例如：壓力錶、溫度計）的組合，實際上可視為屬於本節。
因此下列具有簡單刻度的玻璃器皿歸入第 70.17 節：
乳油計，乳脂測定計及供測試日用品的類似儀器；蛋白質測定計及尿素計；氣體燃化計；體積變化測定計；
氮量計，吉氏（Kipps）或凱耳達兒氏（kjeldahl）器具及類似品；碳酸計；冰點測定器及沸點測定器，供決定分子
重量等。

*
**

本節亦不包括第十六類的機器或用具（不論是否電動），從低輸出、小尺寸和一般結構的觀點上，顯而易見
是用於實驗室（例如：試件之準備與處理），因此本節不包括：烤箱、蒸汽鍋、乾燥或蒸氣箱；乾燥器；壓碎機
及混合機；離心機；蒸餾器；過濾器及過濾壓榨機；攪拌器等。
相同地，加熱器具（本生燈、蒸汽加熱浴槽等）；工具，實驗室家具（例如：實驗工作台，顯微鏡測試台，
通風櫥）以及刷子，均歸入其本身適當之節（第十五類，第九十四或九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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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8-供應或生產氣體、液體、電力用之量計，包括上列量計之校正器。
9028.10-氣體計量器
9028.20-液體計量器
9028.30-電錶
9028.90-零件及附件
這些量計通常裝配有與欲測量之電量，流量等成速度比之驅動裝置。通常裝於旁路、分路或連接量測轉換器
上，是故僅有部分流量通過其上。但經過校準，可指示通過供應管或主通路之總流量。
供應或生產氣體、液體、電力用之量計，不論是否裝配有時鐘記錄裝置或裝有提供控制，信號等之簡單機構
或電氣動作用具當歸入本節。

(Ⅰ) 供應或生產氣體、液體用之量計
這些量計使用容量單位，一般用於量測通過一管路之總流量，用於測量流量之流量計不包括在此（第 90.26
節）。
本節包括家用型式供應量計，工廠生產或供應量計及標準量計（供檢查普通量計之正確性）。除了一般量計
外，本節包括一些特別量計。如：最大值，預付款項，價格計算量計等。
供應或生產量計主要包括：（渦輪、活塞、膜片等）量測裝置，流量調節機構（通常為滑閥），（蝸桿，凸
輪軸，齒輪或其他系統）傳動裝置，及記錄器或指示器（指針式或圓桶式）兩者皆有之量計。
（A）供應或生產氣體用量計。
（1）濕式量計
量測裝置通常由一被分隔成數部分之圓筒或鼓輪組成，鼓輪則在一液體（水、油等）充填未及一
半之圓柱形套內迴轉。氣體進入量計後充注於為液體淹沒之格內，使之高出於水平面，因而使圓筒迴
轉，圓筒之迴轉數則在一計數機構上指示。
另一種型式（擺鐘計量器），包含一鐘，氣體在其中之連續氣室間進出。該鐘為中心定向。繞著一接
合曲柄之傾斜軸旋轉擺動，以驅動計數機構之軸。
（2）乾式量計。
該量計有多種型式，量測裝置可由活塞，膜片或扇輪等組成，由氣體壓力驅動。並連接計數機構。通
常一般量計由隔板分隔成二。每一隔間再由本身之中央膜片再分隔成二；氣體連續通過此四隔間。由膜片
之變化運動操作計數機構。
（B）供應或生產液體用量計（冷水、熱水、礦物油、酒精、啤酒、酒、牛奶等），但不包括第 84.13 節之液體用
泵（即使是裝配有量計裝置）。
包括下列各量計：
（1）葉輪或扇輪量計。
也稱作推算量錶，因由液體之流速推算出液體容積之故。量測裝置由一個迴轉速與液體流量成比
例之扇輪或葉輪組成。由扇輪及葉輪之迴轉帶動計數機構。
（2）膜片式量計。
與前面所提到之氣體乾式計量器相類似。由一個被一可撓性膜片隔成二隔間之鑄鐵氣缸組成，當
此隔間被水填充或成無水空間時，膜片將膨脹或收縮，由此膜片膨脹或收縮之運動帶動計數機構。
（3）往復活塞式量計。
由一個或多個在氣缸內往復活動之活塞組成。在蒸汽引擎中、滑閥系統交互作用，引導欲量測之
液體至活塞頂部或底部，使得旋塞產生開閉作用。活塞之運動以齒輪連接於計數機構。
（4）圓盤活塞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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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量計由一迴轉之圓盤式代替活塞，該圓盤將一球形室分隔成二相等隔間以交互充填或排空。
由圓盤之振盪運動以齒輪連接於計數裝置。
（5）迴轉活塞量計。
其中一種型式由裝有輻狀隔板之圓柱形工作室組成。該隔板部分凸出於工作室，量測裝置為圓柱
活塞，隔板安裝於其壁上之開縫。隔間液體之充填作用，給予圓柱振盪運動（半一迴轉），此運動由
齒輪傳動計數裝置。
另一種型式之量計為無隔板式，而由橢圓形活塞給予迴轉運動。有時，在一球形室中有一擺動存
在。
上述（2）至（5）項量計被視為正量置換型。

(Ⅱ) 供應或生產電力計量器
這些量計用來測消耗電量（單位為安培一小時或其倍數）（電量量計），或消耗電能量（單位為瓦特一小時
或其倍數）（電能計量器）。當電壓不變時，電量量計可以瓦特一小時（或瓦特一小時之倍數）校正刻度。有些
量計用於直流電，有些用於交流電。
本節不包括僅供測量電量用，未記錄消耗之電量或能量之器具，例如：伏特計，安培計，瓦特計等（第 90.30
節）。
本節包括下列主要型式之供應電力用量計：
（A）電動機計。主要由一或多個感應器，一個迴轉元件（電樞），該迴轉元件之迴轉數與所消耗之電力或能量
成比例。一個計數機構及一個指針，或圓筒指示器（或上述兩者聯合）等組合而成。
電動機計通常裝配有一渦流剎車，一個金屬碟式剎車，當金屬碟式剎車在一個或多個永久磁鐵間迴轉
時產生渦流。
（B）靜電計。主要包括電子靜態組合，如裝配有指示裝置之倍增器或計量器。產生直接與所耗電能成比例之電
流或電阻。
指示裝置可為機械式（裝配有一指針或圓筒指示器）或電子式。
這些包括下列各項：
（1）預付款式電表。
（2）多速率量表（計算二個或多個不同速率下之供應電能）。
（3）最大值量表（顯示在一定期間內平均負荷之最大值）。
（4）峰值量錶（顯示超越峰值之消耗量）。
（5）超量量錶（與峰值量表相似，但亦用於顯示總使用能量）。
（6）脈衝量錶（裝配一個脈衝發射器）。
（7）反應量錶。
（8）示範量錶。
（9）直流電量表（伏特一小時（vh）量錶，安培一小時（Ah）量錶，瓦特一小時（wh）量錶）。
（10）連接脈衝量錶以接受脈衝輸入之錶，裝配有一消耗記錄器及總量裝置或最大值裝置（指示或記錄）
或一個超量裝置等。
（11）標準量錶，供檢查及校正或其他量錶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中所屬量計之零件及附件個別申報者，仍歸類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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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9-轉數計、生產計數器、出租汽車計費錶、里程記錄器、步程器及類似品，速率指示器及
轉速計（第 90.14 或第 90.15 節所列者除外）；光測頻器。
9029.10-計數計、生產計數器、出租汽車計費錶、里程記錄器、步程器及類似品
9029.20-速率指示器及轉速計；光測頻器
9029.90-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
（A）計數器，供顯示總數量用，可為任何單位（迴轉數、項次、長度等），或應付之總價。但本節不包括第 84.73
節所屬之總計裝置，第 90.28 節所屬之供應或生產氣體、液體、電力用量計，及第 90.17 或 90.31 節所屬之測
平器或量曲線儀。
（B）指示迴轉速率或指示相對於單位時間之線性速率之器具（轉速計及速率指示器），第 90.14 或 90.15 節所列
者除外。
（C）各種種類之光測頻器。
此種器具及儀器仍歸入此處，無論它們是否附有鐘錶記錄裝置，及不論它們是否裝配有簡單機構或電氣裝置
供帶動發射信號器具、機械控制、制動器等運作。

（A）計數器
（1）轉數計。
此類儀器用來計算機械零件（如軸心）的迴轉數。主要由一傳動指針或圓筒指示器之驅動軸所組成，
並具歸零裝置。計數器可直接連接在機器的迴轉件上（有時零件本身驅動齒輪裝置），亦可以遙控之。驅
動軸可由迴轉元件（如編碼器）之反覆或脈動旋轉來操作。
要注意本節不包括：選紗繞捲筒、扭力計及其他附有轉速計供測試或檢查用之類似器具（第 90.31 節）。
（2）生產計數器。
此類器具構造上和轉數計類似。這些儀器主要用於長度測量（例如：紡織機或撚絲機）；機械運轉數
（自動天平、泵、紡織機針數等）；或計算物品之數量（例如：滾筒印刷機印刷張數、輸送帶輸送數量、
銀行票據等）。事實上供上述目的使用之用具就是前項轉數器經改良成為指示長度一數量的計數器。
電子式生產計數器。被計算之物品切斷照射到光電池之光束。記錄器由此算出通過光束之物品數量。
本組產品亦包括複合式計數器（如用以計算同一機械上多種不同輸出者）。
本組產品亦包括電磁感應計數器，用於自動電話交換機，供計算用戶電話的使用次數；通常附有一個
移動記錄機構（週期計型式之滾子等）的電磁機，藉一脈衝電流通過其線圈而移動其位置。
（3）計時計或小時計，用來計算機械、馬達等工作時數之計數器。實際上為以工作時數為刻度之轉數計。
（4）進入計數器。
由裝於博物館、公園、體育場等入口處之十字旋轉門或其他用具操縱，用以計算訪客或觀眾人數。
（5）彈子錶。
手操作供記錄得分用機械式計數器（滾子式或類似品）。
本節不包括具顯示打球時間或應付之時間費用的錶（第 91.06 節）
。球式或滑片式彈子計分器歸入第 95.04
節。
（6）由計數供量測短時間之儀器及器具，不具鐘錶式運動（包括同步運動），並不歸入第九十一章。本節亦包
括電子脈衝計數器（例如：用於汽車、火車上的旅客計數器）。
（7）計程車計費錶。
這些通常具有一時鐘裝置，用來指出以時計資或以距離計資的車費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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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里程記錄器。
此為裝在車輛上之轉數計，以線性單位（哩、公里等）計程。大部分之里程錶均和速率指示器聯結。
（9）步程器。
內含一種錶式機構，用來約略地計量距離，每走一步則鐘擺輪進位一次，最後以次數乘以每步的長度
而計算出距離。
（10）手用計數器。
此計數器閱讀項次通常不超過四個，使用者只須按下欲計數項次之按鈕即可顯示出讀數。

（B）速率指示器及轉速器
這些儀器不同於上述（A）類所屬之轉數計及生產計數器，此類儀器顯示單位時間之轉數、速率、輸出等（例
如：每分鐘轉數，每小時哩數，每小時公里數，每分鐘公尺數）。它們通常安裝於車輛（汽車、機車、自行車、
火車頭等等）或機器（馬達、渦輪、造紙機器、印刷機器、紡織機器等）。
此處之速率指示器及轉速計通常具以下之一的功能：
（1）記時系統。
此量測機構聯合一鐘錶裝置。有時利用獨立的記時計計時，在這情形時，此二儀器將歸入適當的節別。
（2）離心系統。
一個由彈簧支持，用驅動軸使其旋轉之垂直調速臂。調速臂所支撐的一對配重藉由離心力向外甩，調
速臂之位移與速度成比例。該位移則轉動儀器之指示針。
（3）振動系統。
此系統用於高速機器如：蒸汽渦輪、泵、壓縮機、電動機等，機架或軸承所產生的共振使得簧片產生
振動，其振動與該機器之轉數成比例。
（4）磁性（感應）系統。
一組永久磁鐵藉由驅動軸旋轉之，使置於磁場中的鋁或銅碟片產生渦流，此渦流與磁鐵迴轉速度成正
比。該碟片亦因此被牽引或拉而產生轉動，但其迴轉受拘束彈簧制動而減速。此碟片連接指針以指示出速
率。
（5）電子系統
此系統可裝配有光電池或由裝於機器上的脈衝產生器來操作。
本節中之速率指示器或轉速計可為固定式或攜帶式。單功能或多功能（例如：最大或最小），差動式（以百
分比顯示兩種速率差），聯合一個加數器或一個計時錶或圖表記錄裝置等。本節亦包括可同時記錄移動和靜止時
之速率哩程、時間等之儀器。

（C）光測頻器
光測頻器用來觀測運轉中之機器時，就如同該機器處於慢速運轉或靜止不動時一樣；亦可用於量測迴轉運動
或往復運動之速度。後者即為所知之光測頻轉速計。光測頻器利用近似固定原理或減速原理，在一固定區間利用
連續閃光觀測機構。被觀測之機構被固定照明，藉一光學儀器（具有一個或多個輻射狀孔或窗之碟片）檢查，該
光學儀器切斷視線；或該機構被置於黑暗中，在非常短的周期下週期性地照射（閃光）。調整碟片的轉速或閃光
的頻率，直到被觀測的機構感覺上像固定不動時，該迴轉或往復運動機構之速度便可得知。
固定照射之光測頻器，主要由發條裝置驅動一個或數個窗、一個調速器、一個目鏡及一刻度盤（通常刻度為
每分鐘迴轉數）等組成。
週期照射法之光測頻器，在產生閃光的裝置上和前者有些不同。最簡單的一種型式由一普通燈泡，一個具調
速器藉以控制閃光頻率的馬達及刻度盤組成。閃光亦可由氣體放電燈泡產生。氣體放電式光測頻器在結構上較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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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可用來照相或製造影片；有時裝置於腳輪或轉子上。迴轉或往復運動機構觀測所需閃光有時亦可由機構本身
控制。藉由彈簧式阻斷器，光電池，電─磁繼電器使其同步。
除非永久裝附於光測頻器之內，照相機或攝影機將歸入其適當節別。
光測頻器特別用於觀察或量測馬達，傳動齒輪，紡織機器（例如：紡錘、捲線器、梳毛器、梭子等零件），
製紙機械，印刷機械或工具機之速度。亦用於醫學上檢查聲帶震動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單獨進口時，亦分
類於此。

90.30-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及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量之儀器及器具，不包括第 90.28 節之計量器
；供計量或偵測α、β、γ、Χ光、宇宙或其他離子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9030.10-供計量或偵測離子輻射線用儀器及器具
9030.20-示波器及波形記錄器
-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壓、電流、電阻或電力之儀器及器 具：
9030.31--多用電錶，無記錄裝置者
9030.32--多用電錶，有記錄裝置者
9030.33--其他，無記錄裝置者
9030.39--其他，有記錄裝置者
9030.40-其他專供電信用儀器及器具（例如：串音表、計量增益器、失真儀器、聲電表）
-其他儀器及器具：
9030.82--供計量或檢查半導體晶圓或裝置者
9030.84--其他，有記錄裝置者
9030.89--其他
9030.90-零件及附件
（A）供計量或偵測α、β、γ、Χ光、宇宙或其他離子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此類儀器及器具係供工業（冶金術、石油探勘等），或生物學或醫學（與放射性示蹤器連用）上，用於科學
研究，其包括下列各項：
（1）探測儀器之裝有游離室者。在游離室中之兩電極之間產生電位差。當輻射線進入游離室時所形成之離子，
即為電極所吸引，因此使電位差變化，此變化度可予以放大及計量。
（2）蓋氏計數器。在計數器之電極之間維持大電位差；將輸入之輻射能所產生之離子予以極大之加速，再依序
使管中之氣體游離。如此可產生能予以計數之脈衝。
本節之游離室及蓋氏計數器通常含有若干單元，諸如游離室或計數器、放大器、游離室或計數器之電壓供應
器、計數電路或指示器。所有各單元常併裝於同一箱殼內。但有時游離室或計數器則不裝入同一箱殼，此類器具
（需有游離室或計數器始成為完整體者）仍歸屬本節（視為實質上完整之儀器）。上述各單元分別單獨進口時，
應按本章註註解總則規定予以分類。
某種游離室係用來計量在某一段時間內（例如二十四小時）之總輻射量，雖毋需任何輔助放大器等，但裝有
一非常輕之可移動指針，可在顯微鏡下讀出其度數，並顯示通過游離室之輻射線總量。此種游離室（往往肖似鋼
筆），其本身即為完整之計量儀器，應列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閃爍計數器。基本上為由光電池及電子倍增器所組成的一種裝置（光電倍增器）。其操作原理為
輻射線激發某種晶體（硫化鋅、以鉈活化之碘化鈉、、注入四苯基丁二烯之塑膠材料等）之螢光所產生之效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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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查明及計量；晶體係置於輻射源與計數器之一個電極之間。
本組亦包括：
（1）強度計及用於放射學的類似器具，用以計量或檢查強度及Ｘ光的滲透力。
（2）供計量宇宙或類似輻射線用的器具。
（3）「電熱堆」中子偵測器及計量或偵測儀器，具有一個中子偵測管（硼、二氟化硼或氫型式，或使用放射性
裂變元件）。
（4）輻射線計量或偵測儀器，具有液體或固體閃爍器。
本節不包括：
（a）具閃爍計數器之器具。其數據轉換成類比信號，供醫學診斷使用（例如：伽瑪相機、閃爍掃描器）（第 90.18
節）。
（b）具放射性能源（特別是人工同位素）的計量或檢查器具。例如：量測材料厚度（板、襯套或類似品），監
看包裹內容，量測低速空氣流（電離風速記）等（第 90.22 節）。

（B）示波器，頻譜分析儀及其他供計量或檢查電量之儀器及器具
示波器及示波器記錄器，特別使用於觀察或記錄快速變化的電量（電壓、電流等）。此儀器可分為下列三種
主要種類：
（a）可動線圈式示波記錄器，在其上的線圈，通常包括一個附有反射鏡的一圈拉緊的線，在電磁場中移動。其周
期現象可直接在一毛玻璃上觀察，或記錄在一個照相紙帶上。
（b）軟鐵及刻刀型示波記錄器，線圈作用在位於一不變區域的軟鐵條上。一個輕重量的桿，指在一端，固定在
條上並描繪出現象（例如：切割一個被覆纖維素醋酸的紙帶）。
（c）陰極射線示波器及示波記錄器；這些操作藉記錄一個陰極射線如何被靜電或電磁力折射而為之。這些儀器也
許有一個或多個零件，主要包括陰極射線管、伺給裝置及變壓器、放大器、一個清除或掃描系統及其他輔
助裝置，有時也有電子開關。示波器具有一個記憶體，用以檢查孤立的快適瞬時現象，該記憶體可裝配有
一個陰極射線記憶管，或為一個聯合陰極射線管的數值記憶體。在第一種型式中，信號的影像被捕捉及保
持在陰極射線管上。在第二老型式中，信號被記錄於記憶體上，可依意願找出，並在銀幕上觀視。
*
**

頻譜分析儀，用以確認一個電氣輸入信號中不同的頻率成分，它們主要用來分析電量。當連接輻射線偵測器，
或其他能夠偵測非常電量並將其轉換成電氣信號的裝置共同使用時，頻譜分析儀亦可用來分析電離輻射線，音波
或其他非電量。
*
**

本節亦包括瞬時現象記錄器，該器具供捕捉信號並記錄在其上，目的在於以後可依適當方法，將其轉送到顯
示器具上（例如：電視監視器），「邏輯分析儀」用以檢查半導體裝置電路者亦歸類於此。
*
**

供計量及檢查電量之儀器及器具，可為指示式或記錄式。
它們可依據操作模式的不同，可分成許多類，諸如：
（1）動圈儀器，在其上被計量的電流通過一個在永久磁鐵的磁場中自由移動的線圈。指針牢固在該移動線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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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鐵儀器，指針的偏轉，藉螺管作用於一個固定在指針軸上的一片軟鐵。
（3）電動儀器，被計量的電流通過固定線圈及活動線圈，活動線圈在固定線圈的磁場內運作，指針被牢固在活
動線圈上。
（4）電感儀器，包括一個指針軸，在軸上安裝一個平面圓盤或滾筒，其運作於有一個或多個線圈的電磁鐵空隙
中。
（5）熱電偶儀器，在其上被計量之電流通過一個加熱器，將熱供給一個雙金屬熱電偶，該熱電偶的電動熱於是
可被量測。
（6）電子操作儀器，利用半導體科技與一個指針或一個供類比或數位讀數用的光電顯示器。
除了上述提到的，直接量出量測值的儀器或器具外，本節亦包括可提供操作者某些數據，供其計算出量測值
（比較法）的儀器。此類包括特別是量測電橋及電位計。這些通常裝在盒內或箱內，含有一個或多個電流計、標
準電阻、標準電容、標準電感、標準電池、變壓器、變頻器、開關等。量測電橋通常以發明者之名命名（惠斯頓、
湯姆森、麥克威爾、安德森（Anderson）、蕭第（Sauty）、歇林（Schering）、歐拉克(Kahlrausch)，維（Wien）等；
其他的命名用以指示比較單位（十進位電橋、雙倍電橋、Ｔ型電橋等），或以電橋的專門用途命名（阻抗、電阻、
電容或連結電橋、萬能電橋等）。
下列物品當個別申報，無論如何不包括在此處（第八十五章）：變壓器、標準電阻、標準電容、標準電感、
標準電池等；亦包括耳機（頭戴型）（在有些型式量測電橋用於代替目視零位指示器）。
電氣量測之主要型式有：
(Ⅰ)電流量測，利用電流計或安培計來量測。
(Ⅱ)電壓量測，利用伏特計、電位計，靜電計等。靜電計用於量測靜電高電壓；與一般伏特計不同的是，它們裝
配有保持在絕緣座上的球或板。
(Ⅲ)電阻及導電率量測，利用歐姆計或量測電橋。
(Ⅳ)功率量測，利用瓦特計。
(Ⅴ)電容量及電感量量測，利用量測電橋，以法拉第或亨利表示。
(Ⅵ)頻率量測，利用測頻計，刻度為赫茲（每秒週數）。
(Ⅶ)波長或無線電頻率，利用波長計，或槽線儀器或槽波導儀器。
(Ⅷ)相角或功率因數量測，利用相位計，刻度為功率因數（cosphi）。
(Ⅸ)量測二電量之比值，利用電流比率計。
(Ⅹ)磁場或磁通量的量測，用電流計或通量計。
(XI)材料電氣性質或磁性性質的量測，利用磁滯試驗機，磁導計或類似儀器。
(XII)同步測試，利用同步示波器，指示出在二個周期現象中，相關的相角及頻率差。此類儀器依據它們的針盤指
示器指出「快」及「慢」的指示量（配合箭頭）這個事實，而能加以辨識。
(XIII)量測及記錄電量的速變化量，利用上述的示波器或示波記錄器。
*
**

有些電氣量測儀器可使用於多種目的，例如：電氣或電子儀器中，已知的「萬能測試器」（例如：多用電表），
可用於快速量測電壓（直流或交流），電流（直流或交流），電阻及電容。
本節亦包括供無線電通信或電信用，非常廣泛的電氣或電子儀器，除了已經提到過伏特計、電位計、量測電
橋、安培計、瓦特計、相位計及通測頻計外。此範圍包括：
（i）阻抗測試器及測試電橋，決定電路中的阻抗，亦可量測電容或電感。
（ii）電感量測電橋及類似儀器，用來量測環形電感的惠斯頓電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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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奈錶及分貝錶。這些用來量測長距離電話電路的衰減量。供量測音量的儀器及器具歸入第 90.27 節。
（iv）衰減指示器。與奈表不同（奈表依據一個補償系統給予量測值）。這些值直接顯示出衰減量。
（v）串音表，用在電話電路上，量測不同的量。
（vi）傳輸水平指示器。
（vii）雜音水平針，用在高頻率線路。
（viii）增益計量器，量測通過長途電話電路增音轉發器後的增益。
（ix）干擾量測儀器，例如：長途電話台的雜音電壓或來自鄰近高電路的干擾。
（x） 聲電表，供計算線路雜音用的儀器，例如一個電源的電動勢，如果替換電話電路的感應電壓，也將產生同
樣的干擾。
（xi）峰值指示器，用以記錄短電壓峰值，例如發生在傳輸系統（例如：長途電話電纜，無線電傳輸電路，短波
接線）。
（xii）回聲表，用於建立線路平衡，直接閱讀回聲數，其表示單位為奈或分貝。
（xiii）失真係數測量計，量測複合傳輸時諧波失真。
部分上面所提的儀器，特別是用於電聲學量測，被以奈或分貝校準。
本節亦包括其他儀器及器具，可完成本節所說明的一種運作者，包括真空管測試或量測儀器，特別是用於測
試無線電真空管者。這些真空管測試或量測儀器，有時經設計，可在示波器銀幕上顯示出真空管的特性曲線。
*
**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儀器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單獨進口時亦分類
於此。例如：用於蓋格計數器或比例計數器的電子重合組件；固體閃爍器，型式為晶體或塑膠元件，安裝的或金
屬被覆，專用於裝配在偵測儀器上者；使用硼、三氟化硼、氫或裂變元件的中子偵測管。

90.31-本章未列名之計量或檢查用儀器、用具及機器；輪廓投影機（＋）。
9031.10-平衡機械零件用機器
9031.20-測試台
-其他光學儀器及用具：
9031.41--供檢查半導體晶圓或裝置或供檢查製造半導體裝置所使用之光罩或網線者。
9031.49--其他
9031.80-其他儀器，用具及機器
9031.90-零件及附件
除了輪廓投影機外，本節包括計量或檢查用儀器、用具及機器，不論是否為光學者，不論如何，應該要注意
的是此類不包括歸入第 90.01 至 90.12 或 90.30 節之任何儀器、器具。因此亦不包括下列：
（a）天文儀器（第 90.05 節）。
（b）顯微鏡（第 90.11 或 90.12 節）。
（c）第 90.15 節供大地測量等使用之儀器及用具。
（d）手用測長儀器（第 90.17 節）。
（e）第 90.18 節供內科、外科等使用之儀器及器具。
（f）供測試材料機械性能之機器或用具（第 90.24 節）。
（g）第 90.26 節之流量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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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第 90.30 節之供計量及檢查電量之儀器及器具，以及供計量或偵測離子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ij）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第 90.32 節）。

（Ⅰ）計量或檢查用儀器、用具及機器
（A）
這些包括：
（1）平衡機械零件用機器（動力式、靜力式或附有電子平衡裝置者），例如：電樞、轉子、曲軸、連結桿、螺
旋槳軸、輪、飛輪。
動平衡機中，零件置於二個軸承座中或置於二心間，利用機械式計量不平衡量（紀錄板上軌跡圖，彈
簧平衡原理等）。
靜平衡試驗機利用傾斜原理運作，利用刻度盤或量表計量不平衡量。與動平衡機不同的是，零件求平
衡時並不需迴轉。
不平衡之補正藉加配重或去除材料為之。
機器上裝配有電子平衡裝置者，由於不平衡所引起之振動，藉一特殊敏感元件偵測及將之放大。
本節亦包括，裝配有工具機（例如：鉆床）之平衡機器，專用於改良不平衡。
（2）測試台，供引擎及馬達、發電機、泵、速度指示器或轉速計等使用；包括一個框架及一個計量或校正儀器。
（3）測試燃料用實驗室用具，特別是供量測汽油之辛烷值或柴油之十六烷值。這器具通常包括一個內燃機引擎、
一個發電機、一個火花產生器、熱電阻、量測儀器（溫度計、壓力計、電壓計、安培計等）。
（4）供測試或調整汽車內燃機用器具，供檢查點火系統用（線圈、火星塞、電容器、電瓶等），由上得知化油
器最佳設定位置（藉分析排氣），或供量測氣缸壓縮性。
（5）平面計，供計量平面面積（例如：用於地圖、圖表、皮膚或皮類上），一個描繪點聯結一個計量裝置，延
著外形走，可量出面積大小。
積分器及調協分析器及其他儀器，利用面積計原理可求得其他因數（例如：體積、慣性矩）。
（6）頭輪廓量測器，製帽商所用，藉在紙上穿孔操作之。
（7）針盤指示比較器，顯微量測裝置，電子；光電及氣動感應器，不論是否為自動者，以及所有利用此種感應
器來量測長度、角度或其他幾何量之裝置或儀器。本節亦包括記錄比較器，及裝配於機械裝置之比較器可
輸送大量生產之零件至比較器上，並剔除不良品。
但本節不包括第 90.17 節註解（D）部分第（4）項所描述的手用針盤式比較器（見上面（d）項例外）。
（8）圓柱型錶，供檢查精密三角板組用，供檢查高度或於製造過程中其他檢查用者
（9）正弦桿及調整台正弦桿，供檢查角度用者。
（10）氣泡水平儀，用在許多產品上，包括精密調整水平儀（氣泡儀上加測微器），水平塊（金屬框架有二個水
平儀）用於工程上，及連通管原理之液體水平儀。
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專供測量使用之水平儀（第 90.15 節）。
（11）測斜器（指針式或分度線式，測斜尺，測斜分度器）用以檢查與一水平面之比較的水平，或測量表面傾斜
度。
用於量測地面高的測量用儀器，亦稱作測斜器者並不包括在此處（第 90.15 節）。
（12）鉛垂線。
（13）球面計，用以量測球形表面之曲率（透鏡、鏡、眼鏡鏡片等）。這些主要包括一個具三支針（在等邊三角
形的三角上）的底座，及一個分規及一個裝有探針的測微螺絲。其他型式（光學透鏡量測）可能裝有一針
盤指示器直接指示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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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標準件（檢查用）。
（15）多次元量測設備，包括坐標量測機（CMMs），用來執行尺度檢查，手動或機械式，用於不同機器構件或
零件上。
（16）光學儀器商之定心機器，供決定及標出透鏡的軸及中心。
（17）顯微標準量測機，利用測微器的原理。這些包括一個固定的尾座（有一個接觸指示器），
（18）供量測或探測振動、膨脹、震波或顫動之器具，用在機器、橋樑、水壩等。
（19）供檢查紡織材料用器具，例如：紡紗分級捲取軸（捲繞軸），用以得到紡紗或絲之已設定長度（不論有無
張力調整器、計數器、鈴）；扭力計及扭力記錄計用來決定紡紗之扭力；張力計用來量測紡織機器上紡紗
之張力（捲繞、軸捲、紡織等）；檢查紡紗軸捲於滾筒或盤上之均勻度儀器，通常包括一個檢查區段捲線
的裝置。
（20）表面粗度儀器或機器，供量測表面狀況。
在機械式或氣動式中，利用一個硬的接觸點或空氣噴射量測。
在電氣式中一個藍寶石檢波器或鑽石檢波器通過測試表面，並將不規則的表面轉換成電位。檢波器垂
直運動利用壓電晶體轉換成電位，或間接地利用電容或電抗值之變化，然後將電位放大並量測，比較量測
得來的讀數與所選擇之表面粗度標準件（提供此類目的小金屬板），可得知被測之表面狀況。
（21）齒輪測試機，例如：使用一個槓桿放大系統，供測試輪廓、節徑、齒隙及滾動接觸等（用在正齒輪及科齒
輪），導程等（用在螺旋齒輪及蝸輪）。
（22）黏土等之收縮測試儀器，由一加火的陶瓷爐中取試片，用以決定加火程度（高溫儀）。
這些儀器通常與卡尺類似，但刻上絕對的刻度。
（23）不規則表面（例如：皮膚及皮類）量測儀器，為光電式者。（來自光電池的電流差，依據量測時，均勻的
鋰玻璃板被不透明表面遮蓋的量多寡而得）。
（24）紗徑測徑器，利用光電式，同上述（23）項。
（25）測厚儀，在滾軋工廠連續檢查及量測金屬板或條的厚度。
（26）超音波測厚儀，僅從材料之一邊即可得知厚度。
（27）超音波探傷器，供探測材料中之瑕疵、裂紋、破裂或其他缺點（棒、管、外型、機械品如螺紋、針等）。
這些操作利用觀察陰極射線銀幕之磁性變化圖，或直接閱讀導磁性變化或超音波。
後者包括供檢查熔接或焊接點用儀器，其操作原理為超音波通過欠缺連續性之中間體使得波束偏轉。
缺陷之量測可利用觀察光束之稀薄情形或利用回聲法。可在一個陰極射線管銀幕上觀察到。
（28）供檢查鐘錶或鐘錶零件的特殊儀器。包括：
（i）游絲檢查儀器。
（ii）振幅計，檢查平衡輪振盪的高度，一個光束，被平衡輪的運動切斷，投影到一個光電池上，而後可測
得高度。
（iii）振盪計，供測試及檢查完整錶之運用。鐘錶放置一麥克風上運轉，鐘錶運轉嘀嗒聲產生一電位，將其
放大並供給兩個電極，其中一個電極裝配有針，可完成一打孔記錄於紙條上。
（iv）鐘錶最後檢查用儀器。其操作與振盪計原理相同（記錄下放置在麥克風上鐘錶的嘀嗒聲），但是也可
裝配有陰極射線示波器。
（29）電氣式應力，應變量測特殊儀器，主要基於下列原理：
（i）供給應力時，線的電阻變化（應變計）。但視為「應變計」的電阻器，列入第 85.33 節。
（ii）二特殊電極間電容量變化。
（iii）當承受壓力時，石英或類似晶體產生的電位。
此類器具亦包括動力計，用於量測液壓床、滾軋床、材料試驗機等牽引力的壓縮性，以及用於負荷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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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飛機）。它們通常包括一個承受應力的金屬體（氣缸、環等）以及一個量測器具，刻有重量單位，記
錄下金屬體形狀之改變。
但供測試材料性質用之動力計不包括於此（第 90.24 節）。
（30）負荷單元，將力的改變（包括重量）轉換為成比例的電壓改變。這些電壓的改變通常由量測、控制、加重
等的儀器探測，及用需要的單位表示出。
（31）電子計時器及記時器，供量測電氣接觸時間，這些包括一個當接觸閉合時，通過一高阻抗電流充電之電容
器；其量測在一個刻有時間單位的閥伏特計上完成。

（B）
本節亦包含光學式的量測及檢查用具及儀器，例如：
（1）光學或初度尺比較器，對照標準件，檢查製造的零件尺度；探針運動被一光學裝置放大（迴轉鏡原理）。
（2）比較台，供檢查伸長、長度、表面等。這些附有檯子及框架，滑動托架及二個固裝的測微顯微鏡。
（3）量測台，供大型零件、螺紋規、齒輪切割刀、螺紋軸（庫床用）、橫向構件等使用。附有一框架及檯子，
觀視顯微鏡，兩個測微顯微鏡及投影器具。
（4）干涉儀，供檢查平面表面。主要利用光干涉原理，及包括一個標準光學平板及透鏡其上有供量測干涉帶用
之測微十字線。但本節不包括標準光學平板（第 90.01 節），及供量測折射指數用的干涉儀（第 90.27 節）。
（5）光學表面測試器，利用稜鏡與透鏡之組合，供量測表面狀況用。
（6）附有快速脈衝差探針及光學觀視器之器具，供攝錄及量測外型及表面狀況。
（7）對準望遠鏡，供檢查工作台或機器滑塊之真直度及量測金屬結構。藉視準或自動視準操作，包括一個望遠
鏡及一個視準儀或鏡。
（8）光學尺，從一平板上量測偏差；附有一個在兩端裝有稜鏡及透鏡的空心尺，及一個附有探針的目鏡測微器。
（9）測微讀數器具，供檢查工具機檯面之移動；附有一個測微裝置供讀出獨立尺之厘米數。
（10）光學測角儀或角度規，供檢查齒或刀片之磨銳時之角度（前傾角），附有一個具透鏡及反射鏡的光學裝置，
及供讀出入射角度的針盤，或者是附有一個快門系統，形成一個反射鏡及一個可調目鏡。
（11）焦點計，供眼鏡透鏡量測用。
上面所提及之儀器及器具，不論是否適合用於安裝在機器上者，仍歸入本節。
應注意者，第84.66節包括工具機或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上用於調整工作物或工具之配件，也包括裝有便
於讀度或調整等光學裝置之「光學」配件（例如：「光學」分度頭及「光學」轉台）。

（Ⅱ）輪廓投影機
輪廓投影機，用於廣泛物體的形狀及尺寸檢查（成形件、齒輪及小型機件用小齒輪、螺絲、螺絲攻、螺紋鈑
刀等），或供檢查表面用。在主要的投影機中，從一燈泡來的光，在直接照射放置於測試台上的試件前，先經過
一個聚光鏡，聚成一個光束。試片被經過反射數次的光束照射後，影子被一組稜鏡投影到銀幕上，該銀幕通常裝
在投影機上。有些投影機裝配有一個中間台，而標準件放置在其上。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１及章註２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亦包括可確認為專用於或主要用於上述機器、器具
及儀器之零件及附件，例如：平面計臂、架及針盤比較器用檢查台。
。
。。

─ 1480 ─

Ch.90
目註解：
第 9031.49 目
本目不僅包括對人類視覺提供直接幫助或增強之儀器及用具，亦包括經由光學元件或光學程序之應用而作用
之其他儀器及用具。

90.32-自動調節或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9032.10-恆溫控制器
9032.20-流體恆流器
-其他儀器及器具：
9032.81--液壓或氣壓者
9032.89--其他
9032.90-零件及附件
依據本章章註 7，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甲）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深度、壓力或其他可變因素或自動控制溫度之儀器及器具；其操作不論是否
依受自動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而操作者；其係設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藉連
續性或週期性之量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不受干擾；及
（乙）電量自動調整器與自動控制非電量之儀器或器具，其操作係依受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者，其係設
計將這個因素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藉連續性或週期性之量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不受干擾。

（Ⅰ）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或其他可變因素，
或自動控制溫度之儀器及器具
液體或氣體之自動控制器具及溫度自動控制器具，乃一完整自動控制系統的部分，主要有下列裝置：
（A）量測裝置，量測被控制的變數（容器中的壓力或液位，房間溫度等）；有時可使用對變化因數敏感性高之
簡單裝置（金屬或雙合金棒、含有可膨脹液體及浮筒之容器或風箱）取代量測儀器。
（B）控制裝置，用以比較量測值與期望值，以及啟動下列（C）中所描述之裝置。
（C）啟動、停止或操作裝置。
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或溫度的器具，按本章章註 7（a）所指，由此三個裝置形成一個單實體，或依本章章註
3 所指，形成一個功能單元。
有些儀器及器具，未裝附有比較量測值與期望值之裝置，而是直接由開關作動，例如：當達到預設值時開關
產生動作。
自動控制液體或氣體之流量、液位、壓力及其他可變因素的儀器及器具，或自動控制溫度之儀器或器具，均
連接至一個用具；該用具用以執行指令（泵、壓縮機、閥、燃燒器等），用以恢復變數（例如：容器中被量測的
液體或室內被量測的溫度等）到規定值，或為一個安全系統，例如停止被控制之機器或器具的運作。這個用具通
常藉由機械、液壓、氣壓或電氣控制等遙控，將歸入其本身所屬之節（泵或壓縮機：第 84.13 或 84.14 節；閥：第
84.81 節等）。如果自動控制器具聯合實行指令之用具，將依解釋規則（1）或解釋規則 3（b）以決定其分類（見
第十六類總註解第Ⅲ部分及第 84.81 節註解）。
此類物品包括下列：
（A）壓力控制器或調節器，亦稱作流體恆流器，這些主要包括一個對壓力敏感之裝置，一個控制裝置供比較（利
用一個可調彈簧）被控制壓力與規定壓力，及一個電氣接觸式或小型閥以運作一個伺服循環。
這些器具可使用於，例如：控制一個電動機泵，或壓力罐體之壓縮機，或操作氣壓閥定位器，或裝有
一閥以供調節液體或氣體的流量、壓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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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壓力調節器不同於第 84.81 節的減壓閥（有時亦稱作「壓力調整器」）。
（B）液位調節器或控制器，供自動控制液位用。
在浮筒式液位控制器中，浮筒作用於一隔膜或磁性或其他裝置上，用以操作電氣開關；將泵、閥等之
開關輪流開閉。
在電極系統中，液體連接地面形成迴路之部分，變壓器之一極亦為接地。當液體表面接觸到電極時，
迴路關閉使得繼電器運作。
（C）濕度調節器，有時亦稱作調濕器，用在蒸汽房、燃燒室、工廠、倉庫等供濕度自動控制用。
其運作乃依賴一束毛髮之長度變化，或其他對濕度敏感元件，以及它們通常操作一個信號裝置或控制
一個能改變濕度之基具（蒸汽進汽閥，增濕機或除濕機，風扇等）。
（D）恆溫控制器，供自動控制溫度用，主要由下列組成：
（1）一個對溫度變化敏感之元件，可依下列條件動作：
（a）雙金屬條之形狀改變（直線形、Ｕ形或螺旋形等）；
（b）液體之蒸氣壓力；
（c）液體之膨脹或金屬棒之膨脹；
（d）電阻或熱電偶。
在雙金屬條恆溫控制器中，該條固定於柱塞管內部或在一盒內，在金屬棒恆溫控制器中，金屬棒
安在柱塞管內。在蒸氣壓力式或液體式中，該敏感元件可包括一折疊閉封液體之隔膜或包括一個附有
隔膜、毛細管及球管或肘管的系統。
（2）一個滾筒、圓盤或其他裝置供設定預期溫度。
（3）一個起動、運作裝置，依據傳動型式（機械式、伺服流體、電氣），主要包括一個槓桿組合、彈簧、
閥、電氣開關等。這個裝置操縱一個信號或一個用具（通常為遙控）例如：一個蒸汽進汽閥或熱水進
水閥，鍋爐燃燒器、空氣調節單元、風扇等，用以調節溫度。
恆溫控制器之使用，特別是在供房子或其他建築、爐子、煮器、鍋爐、熱水器、冷藏設備、煙囪
或焰管、蒸汽器具或蒸汽房，及其他工業或實驗室設備等之溫度控制用。
（E）溫度調節器，供定溫及保持設定溫度於電氣加熱用具中（煮器、烤架、咖啡壺等），包括一個雙金屬條，
該條藉電力循環中旁路電阻產生之熱而撓曲，操作開關使得電力循環完成或切斷，開或關的期間（及加熱
元件之溫度）由手控制轉盤之位置決定；當在「滿」的位置時，雙金屬組合不發生效力，因此特別是在加
熱初始階段，允許加熱元件連續運作。
本節不包括：
（a）恆溫蒸汽熱及恆溫箱等，該類器具利用恆溫控制器使得溫度不變，將分類於其相應之節。
（b）恆溫控制閥（第 84.81 節）。
（F）爐─通風調節器，如使用於中央加熱或空調工廠，依據溫度、壓力等條件而自動控制進氣。

（Ⅱ）電量自動調整器、非電量自動控制之儀器或器具，
其操作係依受控制之因素而變動之電氣現象者
本節中之自動調整器，係用於一個全自動控制系統，其可將電量或非電量帶到一個期望值並維持該值，藉連
續性或週期性之量測實際值，而保持穩定不受干擾。它們主要包括下列裝置。
（A）量測裝置（偵測裝置、轉換器、電阻探針、熱電偶等）用以決定被控制變數的實際值，以及轉換成與其成
比例的電氣信號。
（B）電氣控制裝置，用以比較量測值與期望值，以及給予一信號（通常為可調電流型式）。
（C）啟動、停止或操作裝置（通常為接觸器、開關或迴路斷電路、逆轉開關或者有時為斷電開關），該裝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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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接收自控制裝置之信號，而供給電流到一個引動器。
一個自動調整器，依本章章註 7（b）所指，包括上述（A）（B）（C）三個裝置，不論是組立成一體，或是
依本章章註 3 所指，形成一個功能單位。
假如違反了上述定義，則將歸入如下：
（1）電氣量測裝置通常歸入第 90.25、90.26 或 90.30 節。
（2）電氣控制裝置分類於此，將視同不完全的自動控制儀器及器具。
（3）啟動、停止或操作裝置通常歸入第 85.36 節（開關、繼電器等）。
自動調整器連接一個電氣、氣動或液壓的引動器，將被控制的變數帶回到期望值。該引動器也許為夾鉗，可
調節電弧爐中電極的間隙，也許為電動閥，可控制鍋爐、火爐、搗碎機等之進水或進汽。
引動器將歸入其自身之節中（可調夾鉗：第 84.25 節；電動閥或電磁閥：第 84.81 節；電磁定位器：第 85.06
節等）。如果自動控制器聯合引動器，決定其整體的分類，將依解釋準則 1 或解釋準則 3（b）（參看第十六類註
解總則第Ⅲ部分及第 84.81 節之註解）。
電子調整器利用精密電氣原理作用，而並非機電原理。其特性零件為半導體（電晶體）或積體電路。
這些調整器並不光用於電量調整，如：電壓、電流、頻率及電能，亦用於非電量調整，例如：每分鐘迴轉數、
扭矩、牽引力、液位、壓力、流量或溫度。
本節亦不包括：
（a）切斷裝置與電壓調節器或電流調節器，併裝於一單殼內供連接內燃活塞引擎使用者（第 85.11 節）。
（b）屬於第 85.37 節內之「可程式控制器」。

零件及附件
除依本章章註 1 及章註 2 之規定（見註解總則）外，本節所屬器具或用具之零件及附件，亦分類於此。

90.33-本章未列名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
本節包括本章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所有零件及附件，但不包括：
（1）本章章註 1 所提到之物品，例如：
（a）未經光學加工之光學元件（第七十章）。
（b）用於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硫化橡膠製品，但硬質橡膠製者除外（例如：橡膠油封、墊圈及類似
品）（第 40.16 節），皮革或組合皮製品（例如：氣體量計用皮膜）（第 42.05 節），或紡織材料製品
（第 59.11 節）。
（c）第十五類類註二所稱之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卅九章）。
（2）第九十或八十四、八十五或九十一章之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依本章章註 2（a）所指者（第 84.87、85.48
或 90.33 節除外）。其個別申報之零件及附件均應歸入該類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專屬號別。例如下列
各項：
（a）真空泵（第 84.14 節），栓塞或閥類（第 84.81 節），齒輪（第 84.83 節）。
（b）電動機（第 85.01 節），變壓器（第 85.04 節），永久磁鐵及電磁鐵（第 85.05 節），原電池（第 85.06
節），聲頻擴大器（第 85.18 節），電容器（第 85.32 節），電阻（第 85.33 節），繼電器（第 85.36
節），電子管或真空管（第 85.40 節），光電管（第 85.41 節），高頻或中頻擴大器（第 85.43 節）。
（c）第 90.01 或 90.02 節之光學元件。
（d）照相機（第 90.06 節），溫度計及高溫計（第 90.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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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鐘錶運轉體（第 91.08 或 91.09 節）。（3）依本章章註 2（b）所指，如係專用或主要用於某一特定機器、儀
器、用具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或適用於同一節下之多種機器、用具、儀器或器具之零件及附件，均應歸
入該類機器、用具、儀器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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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零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鐘或錶之玻璃及重體（按其組成材質歸類）；
（b）錶鏈（視情形而定歸列第 71.13 或 71.17 節）；
（c）第十五類類註 2 所稱之一般用零件之卑金屬製品（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或貴金
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品（一般歸入第 71.15 節）；但鐘、錶彈簧應歸入鐘錶零件（第 91.14 節）；
（d）滾珠（視情形而定歸列第 73.26 或 84.82 節）；
（e）第 84.12 節無需擒縱器之物品；
（f）滾珠軸承（第 84.82 節）；
（g）列入第八十五章之物品，而未裝配成鐘錶之運轉體或未裝配成適用於運轉體之零件者（第八十五章）。
2.─第 91.01 節之錶，僅包括錶殼完全以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或相同材料裝有第 71.01 至 71.04 節之天然珍
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錶之卑金屬錶殼鑲有貴金屬者歸入第 91.02 節。
3.─本章所稱「錶運轉體」，係指由平衡輪及游絲、石英晶體或任何其他能確定時間間隔，具顯示時間或附有顯
示時間之機械系統裝置者，此類錶運轉體厚度不超過 12 公厘，其寬度、長度或直徑均不超過 50 公厘。
4.─除章註 1 所列者外，凡運轉體及其他零件適合供鐘錶及其他物品用者（例如：精密儀器）應歸入本章。

總

則

本章包括若干器具主要用於計量時間或與時間有關之操作效果者。此類器具包括適於隨身攜帶之時計（錶及
碼錶），其他時計（普通鐘、裝有錶運轉體之鐘、鬧鐘、航海用精密測時計、車輛用鐘等）及工時記錄器、時間
間隔計量儀器及定時開關；一般言之，亦包括此類物品之零件。
屬於本章之物品得由任何材料（包括貴金屬）製成，亦可能飾以或鑲有天然珍珠或養珠，或天然、人造或再
造之寶石或次寶石（見第 91.11 及 91.12 節註解）。
鐘錶與其他物品之聯合裝置（家具、燈、墨水瓶架、紙鎮、寫字檯、煙絲瓶、打火機、手袋、粉盒、煙盒、
自動鉛筆、手杖等）應按本解釋準則辦理。鐘或錶僅加入內部照明者仍歸入本章。
除在各節註解內規定除外者外，本章亦不包括：
（a）日晷儀及沙漏（依其組成材料分類）。
（b）音樂自動裝置（能唱歌之機器鳥及類似品）及音樂盒而無時間針盤者（第 92.08 節）。
（c）玩具鐘錶及裝飾聖誕樹用之鐘錶飾物、無鐘或錶之運轉體者（第 95.03 或 95.05 節）。
（d）活動模型及用於商店櫥窗之其他生動陳列品（第 96.18 節）。
（e）藝術品、收藏品及古董（第九十七章）。
鐘或錶皆由兩主要部分所組成：運轉體及其外殼（盒、箱等）。
機械式鐘錶運轉體包括下列各種零件：
（1）本體或支架，通常以盤及橋組成。盤為鐘錶運轉體之基本支架，橋則由螺絲及銷固定於其上。若干本體或
支架除本身之盤及橋外，可能另含有一塊或一塊以上之盤（例如：所謂指針盤、低蓋盤），藉以固定鐘錶
運轉體之若干零件（轉動機械、鬧鐘機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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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驅動鐘錶運轉體之裝置，通常含有重錘或發條；其能源可能為電能，或利用氣溫或大氣壓力之變化。
（3）輪列，即連綿之齒輪，用以接連驅動裝置與擒縱器藉以計算時間者。
（4）轉動機械，即連繫分針與時針轉動之用者。在含有指針盤之運轉體中，轉動機械通常裝置於指針盤與盤之
間。
（5）擒縱器；係供給鐘擺或平衡輪及游絲以動能之用，並確保輪列之轉動已受控制。
（6）調節裝置；可調節驅動機械之轉動。本裝置係以鐘擺、平衡輪及游絲組合、音叉、壓電石英晶體、或任何
其他可確定時間間隔之系統。
（7）開發條及對錶機械（係以推進體、抽出體或搖擺桿等操縱）。
轉動體總成，連同針盤及指針共同裝於鐘錶殼內或盒中。
平衡輪、擒縱器零件及輪列零件均精細地裝於樞軸上。廉價鐘錶者則直接裝於盤及橋之金屬樞軸上，但較佳
之鐘錶，其軸承均裝有寶石以抵抗磨損。
鐘或錶中可能有打擊裝置，鬧鐘機件或鳴響組合。每種裝置均須有一特殊之運轉設備。
機械式鐘錶有用手上發條、電動上發條或自動上發條者。
*
**

本章之器具可能是電氣式（包括電子式），例如：
（A）用乾電池或低動量蓄電池（數分鐘之動量）之時鐘。此類時鐘含有傳統性平衡輪及游絲組合或鐘擺，週期
性地以電磁鐵上發條。
（B）連接於電源線上之電鐘，帶有高動量（數小時之動量）。此類時鐘含有普通平衡輪及游絲組合或鐘擺、發
條或重錘係以電動馬達（同步、感應等）週期性地上發條。
（C）以乾電池、蓄電池或接於電源線而驅動之擺鐘；鐘擺之擺動係以電磁裝置為之。
（D）以乾電池或蓄電池驅動之鐘錶裝有調節器者（交叉、壓電石英晶體等）係利用電子線路保持振盪。
（E）同步馬達鐘。係連接於頻率業經控制之電流上，故其中僅含有馬達及輪列，而無控制裝置。
電鐘系統在第 91.05 節之註解中有更具體之說明。某些電鐘裝有以遙控方式校對時間之裝置。
*
**

下列量測方法適用於本章章註 3 中有關錶鐘錶之說明：
（a）厚度之量測：
運轉體之厚度乃從指針支持物之外側平面（若附有顯時裝置之運轉體則從顯時裝置之可視面算起）至
其最遠對面之距離，但突起於此平面上之螺釘、螺帽或其他固定零件則不予考慮在內。
（b）寬度、長度或直徑之量測：
運轉體之寬度、長度或直徑（由對稱軸決定）之量測時，轉動心軸或齒冠不予考慮在內。

91.01-手錶、懷錶及其他錶，包括碼錶在內，其外殼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者。
-手錶、電動者，不論是否配有碼錶裝置：
9101.11--僅有機械顯時裝置者
9101.19--其他
-其他手錶，不論是否配有碼錶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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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1.21--自動上發條者
9101.29--其他
-其他：
9101.91--電動者
9101.99--其他
第 91.02 節之註解，加以必要之變動後，適用於本節。
依據本章章註 2 之說明，本節所稱之錶者，乃錶殼全部為貴金屬製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錶殼可鑲有寶石或
天然珍珠或養珠，亦可裝配有貴金屬（含寶石組合或否）質之錶蓋或錶鐲。
依據第七十一章章註 2 之說明「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意謂以某種金屬為基底，藉著軟焊、硬焊、熔接、熱軋
或類似之機械方法，在其一面或一面以上，包覆貴金屬而成之材料。
但錶殼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質，而具鋼質錶底者，歸屬於第 91.02 節，錶殼為卑金屬鑲貴金屬者亦
然。

91.02-第 91.01 節以外之手錶、懷錶及其他錶，包括碼錶在內。
-手錶，電動者，不論是否配有碼錶裝置：
9102.11--僅有機械顯時裝置者
9102.12--僅有光電顯時裝置者
9102.19--其他
-其他手錶，不論是否配有碼錶裝置：
9102.21--自動上發條者
9102.29--其他
-其他：
9102.91--電動者
9102.99--其他
本節包括機械式及電動式（大都為電子式）之已具外殼及運轉體之計時器，即適於佩戴或隨身攜帶，而能顯
示時間或量度時間間隔者，且不論其運轉體之厚度。此類物品包括手錶、懷錶、袋錶、手提包內之錶，鑲於胸針、
戒指等上之錶。
但計時計具有台座者，不論如何簡單，亦不歸屬於錶類。
本節不僅包括含有簡單運轉體之錶，亦包括裝有複雜系統之錶（除指示時、分、秒外另有特別裝置者），例
如記時錶、鬧錶，可使再打已打出之時刻之錶、自動錶、日曆錶及指示工作時限之錶。
本節包括特別裝飾或具有特別功能之錶，諸如防水、防震或抗磁錶、八日錶、自動上發修錶、針盤發光錶、
具有中心秒針或特殊錶盤面之錶、無針錶、運動錶（例如裝有深度指示器之赤身潛水用錶）、盲人用錶。
精密計時器，係具有高精密度，在各地及各種溫度中試驗者。此類物品亦包括艙面錶，但不包括航海用精密
計時計及其類似品（第 91.05 節）。
記時錶不僅用以指示一天之時間，亦可用計量較短之一段時間。除通常之三個指針（時針、分針、秒針）外，
尚有兩個特殊指針，即一個每分鐘在針盤上旋轉一周，並可利用環柄或鈕使其啟動、停止及歸零之中心秒針，以
及一個記錄中心秒針自啟動至停止時所走時間之指針。某種計時錶尚有另一種秒針。
本節亦包括碼錶。其與上述之記時錶不同之處在於其不帶普通之時針、分針及秒針而僅有一個中心秒針（有
或無另一個秒針）及記錄時間之分針。但電子式碼錶常有指示一天時間的附屬裝置。
記時錶和碼錶可有五分之一秒、十分之一秒、百分之一秒及千分之一秒之刻度。它們有時裝有特殊裝置，不
需計算可測出跑步者、機動車輛、聲音等之速率，以及脈搏率、機器生產率等。其中某些錶亦裝有記錄時間之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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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於錶上之手錶帶（不論是否固結於錶上）歸屬於本節。
下列物品如係單獨進口不歸屬於本節：錶殼及其零件（第 91.11 節），錶運轉體（第 91.08 或 91.10 節）、錶
帶、錶箍及錶手鐲帶（第 91.13 節）及運轉體零件（通常歸類於第 91.10 或 91.14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步程器（第 90.29 節）。
（b）裝有錶運轉體之鐘（第 91.03 節）。
（c）儀表盤鐘及供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隻用之類似鐘（第 91.04 節）。

91.03-配有錶運轉體之鐘，不包括第 91.04 節之鐘。
9103.10-電動者
9103.90-其他
本節包括鐘（鬧鐘在內但不包括屬於第 91.04 節之鐘），如裝有錶運轉體及其主要結構係用於指示一天之時
間者。依照本章章註 3 規定，本節所稱之錶運轉體係指由平衡輪及游絲、石英晶體或其他可確定時間間隔之系統
所調節，帶有顯時裝置或附有機械式顯時裝置之系統者。錶運轉體之厚度不得超過 12 公厘，其長、寬或直徑則
不得超過 50 公厘。
應予注意本節不包括：
（a）儀表盤鐘及供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隻用之類似鐘；此類物品不論其型式或運轉體之厚度，均歸屬於第
91.04 節。
（b）鐘（包括鬧鐘），凡不適合於第一段所敘述之規定者，例如：擺鐘，裝有調節系統可確定時間間隔而厚度
超過 12 公厘或長、寬或直徑超過 50 公厘者，以及具有運轉體而無調節系統之鐘例如同步馬達鐘）均列入第
91.05 節。
裝有打擊機械之鬧鐘（通常以鐘之外殼為音響器），係預先以專用指針在指定之時間內使之打擊。有
時打擊機械得以音樂裝置取代。
本節包括下列之鐘，如裝有錶運轉體者：
（i）家庭或辦公室用立鐘（包括鬧鐘）、或裝有檯座者等。
（ii）帶有外殼之旅行用鐘。
（iii）日曆鐘。
（iv）八日鐘。
（v）報時鐘。
（vi）裝有發光之鐘面及指針者。
單獨進口之下列物品不歸入本節：運轉體（第 91.08 或 91.10 節）、鐘殼（第 91.12 節）及運轉體之零件（一
般歸入第 91.10 或 91.14 節）。

91.04-儀表盤鐘及供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舶用之類似型式之鐘。
本節包括裝於車輛（機動車輛、機動腳踏車等）、飛機、太空船或船隻之儀表盤、方向盤、後視鏡等內之特
製鐘而具有殼及運轉體者，不論該運轉體之型式或厚度如何均包括在內。此類鐘通常係電氣鐘（大多是電子）、
自動上發條、或機械八日鐘。
本節亦包括車輛用之計時器，此類計時器除常用之時、分、秒針外，尚有記時器、記分針及時間記錄器。
本節不包括下列單獨進口之物品：運轉體（第 91.08 至 91.10 節）、鐘殼（第 91.12 節）及運轉體之零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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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列入第 91.10 節或第 91.14 節）。

91.05-其他鐘。
-鬧鐘：
9105.11--電動者
9105.19--其他
-壁鐘：
9105.21--電動者
9105.29--其他
-其他：
9105.91--電動者
9105.99--其他
本節包括不屬於本章其他節之計時器，其主要係用於指示一天之時間者；因此其運轉體與錶之運轉體不同，
凡裝有錶運轉體之鐘及鬧鐘（如本章章註 3 所述）均不屬於本節（第 91.03 節）。
屬於本節之鐘可能以重錘、發條、電動或電子操縱；通常係由鐘擺、平衡輪及游絲、音叉或壓電石英晶體調
節。此類物品並常裝有打擊機械（每小時、半小時或一刻鐘報時一次）在鈴或鑼上、或在多種音響機械上打擊。
除應依照上開規定外，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公共場所用鐘：店舖、家庭等用鐘；特殊地區性精英型鐘（Neuchatel 鐘、巴黎鐘、布穀鳥鳴鐘、西敏寺型自
鳴鐘等）；「傀儡」式鐘；以硬幣操縱之鐘；天文台及瞭望台用鐘；自動上發條鐘（例如，以溫度之變化或大氣
壓力上發條者）；鬧鐘；中心秒鐘；電子鐘；壓電石英晶體鐘。
本節亦包括市區、工廠、電話總機、車站、機場、銀行、旅社、學校、醫院等場所用之電動系統鐘。此一系
統之鐘係以一個經精密調節之主時鐘及遙控之副時鐘組成。主時鐘通常含有機械推動或電動之鐘擺裝置，及推動
副時鐘之接觸器。副時鐘於每分鐘或半分鐘接受主時鐘所傳達之衝力後指示時間。副時鐘含有電磁鐵，內裝用以
推動輪列及轉動機械之旋轉或振動電樞；每次來自主時鐘之衝力可使副時鐘之分針向前移動一分或半分。輪列亦
可以電動彈簧或直接由電動馬達推動。指秒之副時鐘除時針及分針外另增加一中心秒針。遇有此種情形，主時鐘
在傳達分針之外須另裝每秒鐘傳達一次衝力之裝置。但應注意，本節不包括僅裝有分針及秒針或僅裝有秒針之副
時鐘（調整錶等之用）；該類時鐘應列入第 91.06 節。
副時鐘可使用於室內或戶外，可裝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針面盤，亦可裝於平面如桌面上。
主時鐘有時亦可用以控制其他電器裝置，如時間記錄器、警衛人員之計時器、開關裝置、錄音機、信號（鈴、
號笛、燈）、浮標或地燈。
本節亦包括電動同步鐘、及以壓縮空氣操縱之氣體裝置。此種氣體裝置係轉播及校正時間之用。
本節亦包括航海用及類似之精密測時器，即高精密度之固定時計，主要在船上計時之用，但有時亦用於科學
方面。
此類時計通常較精密計時錶為大，係裝於盒中；亦可裝於航海儀中。通常上發條一次可走兩天至八天，普通
裝有停輪擒縱器、蝸形繩輪，可將主彈簧動力轉變為連續壓力之裝置及能量儲備指示器。
本節不包括下列單獨進口之物品：鐘外殼（91.12 節）、運轉體（第 91.09 或 91.10 節）及運轉體之零件（一
般列於第 91.10 或 91.14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艙面用錶（第 91.01 或 91.02 節）。
（b）儀表盤鐘及車輛、飛機、太空船或船隻用之類似鐘（第 91.0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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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6-日時記錄器及附有鐘或錶運轉體或同步馬達之計量、紀錄或指示時間間隔之器具（例如
，時間記錄器、工時記錄器）。
9106.10-時間記錄器；工時記錄器
9106.90-其他
本節包括下列二項物品之由錶或鐘運轉體型（包括二次或同步馬達鐘運轉體）所操縱者，或由帶或不帶減速
齒輪之同步馬達所操縱者：
（i）範圍廣泛之用具，用以記錄應做工作之時間者；及
（ii）用於計量、記錄或指示時間間隔之器具而不屬於其他節者。
此類器具可能裝有指示時、分或秒之計盤。但屬於本節之若干儀器如時間記錄器、守衛人員計時器及鴿子計
時器，有時不裝計盤。
本節包括：
（1）工廠、工場等用以記錄員工離到之時間記錄器。係以時鐘，由鐘運轉體推動之日期標示器、錘及印墨帶組
成，員工將卡片插入打卡器後機械操作或電動之錘即可將正確之日期、時間印於卡片上。其上班之數亦可
憑以計算。最常用者機械式八日鐘及電動鐘。此種機器可多獨立使用，或連接於主時鐘上，或本身即為主
時鐘。係主時鐘，有時裝有打擊機械或警報器（見第 91.05 節註解）。
（2）工時記錄器與上述（1）項之時間記錄器類似，但可記錄年、月、編號或其他符號者。有些裝有計算工作小
時之計算裝置（例如，每天之工作小時或每週之工作小時）。此類儀器亦可在信件、公文、賬單等打上日
期之用。
（3）守衛人員計時器。通常為手提式，其中裝有推動紙盤或日期打印裝置之鐘運轉體。守衛人員得以特製鑰匙
將定期於管區內巡視之結果（時數、分鐘、地點編號）在旋轉盤上打孔或打印；或在紙帶上以色帶打印。
（4）鴿子計時器。係記錄鴿子於比賽結束後回至其家之時間之用。係手提箱式，裝有鐘、環用之鼓輪及一種裝
置用以將到達之日、時、分秒等印於捲帶上，或在盤或紙帶上打孔者。
（5）主頻率控制儀器。係與同步馬達鐘、定時開關等系統配合使用。此種儀器裝有計盤，用以指示標準時間、
同步馬達時間及兩者之差別時間。主要係以指示時間差異之機械，由主時鐘控制而用以指示標準時間之二
次鐘運轉體、同步馬達鐘運轉體及各種接觸器、信號器及調節裝置等所組成。
（6）計時器，限以開或關電接觸器以計量短暫現象之持續時間者。此種計時器係校正電力供應計、測量人類反
應速度等之用。主要部分為同步馬達、電磁偶及表計，後者裝有指示秒及數百分之一秒之刻度盤者；全部
機件係裝入同一箱中。當此種儀器在操作時，其同步馬達係連續開動，並配合表計以計量現象之持續時間。
未具鐘錶運轉體或同步馬達之電動或電子計時器不列入本節（第 90.31 節）。
（7）供體育活動用之桌上及運動場用計時器，係指示到達時間或運動時間之分秒數之用。
運動場用鐘之裝有鐘盤者不列入本節（第 91.05 節）。
（8）計秒鐘及其他計時器，用以計量某種過程之持續時間者，含有計秒盤、計算總分鐘數之針盤及控制開始與
停止之桿。
（9）記錄電話通話時間之計時器，其操作方法與計秒鐘者類似，且可能裝有打擊機械。
（10）供體育活動用之工時記錄器，裝有同步馬達運轉體，通常由石英晶體振盪器控制。此類儀器所記錄之時間
其精確度可達百分之一秒；亦可記錄到達或出發之順序；可以照相操縱，或打印或打孔於定速移動之紙帶
上。
各項輔助運動計時器（計時器之立式支架及手持支架、起動門、光電管裝置、傳聲器、電或無線電傳
播儀器等），均應分別列入各該物品之適當節。
（11）計短期過程之計時器。此種儀器經常指定之時間（通常至六十分鐘止）後即響鈴一次；裝有鬧鐘運轉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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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盤，通常刻有 0-10，0-30，或 0-16。此類計時器，係用於各種場所，對於處理時間必須予以控制者。
定時開關與計短期過程之計時器不同之處在於其在指定之時間不以打擊系統發動，而僅控制電流之
「通過」或「切斷」，故不列入本節（第 91.07 節）。
（12）二次時鐘（由主時鐘遙控）僅裝有分針及秒針或僅有秒針者（調整錶等之用）。
（13）撞球計時器。係以鐘運轉體以指示打球時間或根據撞球時間指示應收費用之款額。
（14）棋士用鐘，由兩個鐘或錶運轉體，指示時數與分鐘數之針盤，及兩個控制運轉體啟動或停止之鈕或桿組成。
下列物品如單獨進口者不歸入本節：上開各種器具之外殼（第 91.12 節或各該物品之適當節，見第 91.12
節註解），錶及鐘運轉體（第 91.08 至 91.10 節）及該運轉體之零件（通常列入第 91.10 或 91.14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第九十章之儀器及器具，不論是否具有錶或鐘之運轉體，但未裝有指示時間之針盤者，例如潮汐記錄計及地
震計（第 90.15 節），氣壓記錄器及溫度記錄器（第 90.25 節），壓力計（第 90.26 節），供應或生產氣體、
液體或電力用之量計（第 90.28 節），轉數計、生產計數器、速率指示器、轉速計、出租汽車計費表、步程
計及藉著計數來計量短時間間隔之儀器及器具（第 90.29 節），曲線計（第 90.31 節）。
（b）精密計時錶、精密計時記錄錶及碼錶（第 91.01 或 91.02 節）。
（c）節拍器（第 92.09 節）。

91.07-配有鐘錶運轉體或同步馬達之定時開關。
本節包括之儀器係不具有屬於第 91.05 節之鐘之特性，但主要係在指定之時間內自動控制電路之開或關者；
開關通常係依據預定計劃在每日或每週一定時間內為之。凡歸入本節之儀器必須裝有鐘或錶之運轉體（包括二次
運轉體或同步馬達鐘運轉體）或同步馬達，裝或未裝減速齒輪者。
定時開關係用以控制燈光線路（用於公共場所、櫥窗、樓梯、照明招牌等）、電熱線路（熱水器等）、冷卻
裝置、幫浦、供應兩種不同電力之電錶等。此種儀器主要含有機械推動或電動之錶或鐘運轉體或同步馬達，通常
裝有帶或不帶指針之針盤、時間調節器（桿或針），並裝有動力繼電器、開關及整流器之系統。全部係裝於帶有
接頭之盒中。針盤上通常刻有刻數，亦有另刻日數及月數者；外圍之桿或針可按預先指定之時間推動接觸器。
定時開關得以恆溫器、壓力調節器、水平調節器等使之工作。
本節亦包括控制供應電氣器具（電視接收器、電熨斗、洗衣機、撞球檯燈等）電路之開或閉之開關，當投入
硬幣時電源接通，而經由同步馬達之作用使電源關閉，通電時間之長短則由投入之硬幣數目決定之。
本節不包括下列單獨進口之物品：上開各項儀器之外殼（列入第 91.12 節或各自列入其適當之節別，見第 91.12
節註解），錶或鐘運轉體（第 91.08 至 91.10 節）及該運轉體之零件（通常列入第 91.10 或 91.14 節）。

91.08-錶運轉體，整體及已裝配者。
-電動者：
9108.11--僅有機械顯時裝置或附有可結合機械顯時裝置者
9108.12--僅有光電顯時裝置者
9108.19--其他
9108.20-自動上發條者
9108.90-其他
本節適用於已裝配之錶運轉體之不帶外殼者，換言之，即完整而可使用者。此類運轉體可分為下列主要五種
型式：
（1）機械運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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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衡彈簧型之電子運轉體；
（3）具有可撓共振器（調諧音叉）之電子運轉體；
（4）具有類比時間顯示裝置（指針）之石英運轉體；
（5）具有電子數位時間顯示裝置（發光二極體(light-emitting diodes，LEDs)或液晶顯示（LCD））之石英運轉體。
具有類比時間顯示之機械或電子運轉體可不裝針盤及指針。具有數位時間顯示之電子（固態）運轉體，其顯
示室乃運轉體之一完整部分；若無顯示室則運轉體將失去作用，而在本節涵義內無法視其為完整且已裝配之運轉
體。
根據本章章註 3，本節之「錶運轉體」係指由平衡輪及游絲，石英晶體或其他任何可確定時間間隔之系統所
調節之裝置，具有顯時裝置或附有可結合機械顯時裝置之系統者。此類錶運轉體厚度不超過 12 公厘，寬度、長
度、或直徑不超過 50 公厘。因此此種運轉體主要係用於列入第 91.01 至 91.03 節之鐘和錶中，但擬用於本章所屬
之其他物品，甚至其他各章中之儀器或器具者（量測或精密儀器、步程計、爆炸裝置等），仍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不符合上述規定之運轉體（第 91.09 或 91.10 節），及列入第 84.12 節以彈簧操作之發動機。
列入本節之運轉體可能為未磨光、磨光、鍍鎳、鍍銠、鍍銀、鍍金、噴漆等。
電池或蓄電池驅動之錶運轉體歸入本節，不論是否附有電池或蓄電池。

91.09-鐘運轉體，整體及已裝配者。
9109.10-電動者
9109.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已裝配之鐘型運轉體，亦即其為整體型且可立即使用；具有類比時間顯示裝置（指針）者，不
論其是否裝有針盤或指針。
列入本節之運轉體主要係用於列入第 91.04 至 91.07 節之物品，但即使用於其他各章之儀器及器具者（量測或
精密儀器、表計、爆炸裝置等），仍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
（a）歸入第 84.12 節以彈簧操作及重力操作之發動機，未裝配或不適於擒縱器者（例如，用於操作音樂盒）。
（b）本章章註 3 所述之錶運轉體（見第 91.08 節註解）。
因而本節尚包括由平衡及游絲或由其他可確定時間間隔之調節系統所調節之運轉體，其厚度超過 12 公厘或
寬度、長度或直徑超過 50 公厘者；鐘擺運轉體；電鐘運轉體，不論裝有調節器（二次鐘運轉體、同步鐘運轉體
等）與否。
列入本節之同步及二次鐘運轉體，除同步馬達或電磁鐵外，須另裝有一組鐘之輪列，即第一、第二、第三及
第四齒輪、分齒輪及時齒輪。但單獨進口之電磁及同步馬達，不論是否裝有調節主軸速度之減速齒輪者，應各自
列入其適當之節別。
此種鐘運轉體可能為未磨光、磨光、鍍鎳、鍍銠、鍍銀、鍍金、噴漆等者。

91.10-完整錶或鐘運轉體，未裝配或部分裝配者（成組之運轉體）
；不完整錶或鐘運轉體，已裝
配者；粗集鐘錶運轉體。
-用於錶者：
9110.11--完整運轉體，未裝配或部分裝配者（成組之運轉體）
9110.12--不完整運轉體，已裝配者
9110.19--粗集運轉體
9110.90-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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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之運轉體係指組成錶或鐘運轉體之組件之未經裝配或部分裝配者（以此型態交易）。若為機械顯時運轉
體，針盤及指針可包括或不或包括在內。
不完整機械錶或鐘運轉體係指已裝配之運轉體，除針盤、指針或上發條心軸外尚欠缺若干零件者（例如，擒
縱器或匣橋）。
不完整電子式錶或鐘運轉體係指已裝配之運轉體，除電池外尚欠缺若干零件者（例如，顯時裝置、電子電路
零件或零組件）。
不完整電子式具有機械顯時裝置之錶或鐘運轉體係指已裝配之運轉體，除針盤、指針、對時心軸或電池外尚
欠缺若干零件者（例如，電子電路或其組件、馬達）。
粗集鐘錶運轉體係指錶或鐘運轉體之零件未經裝配，由板（及任何附加之板）、橋、輪列、活動機械、上發
條及對時機件，及附加機件如自動上發條裝置、日曆機件、測時計、鬧鈴等，但無擒縱器、平衡輪及游絲或其他
調節器、主彈簧、針盤或指針者。此類運轉體得或不具有匣。

91.11-錶殼及其零件。
9111.10-貴金屬製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錶殼
9111.20-卑金屬製錶殼，不論是否鍍金或鍍銀
9111.80-其他錶殼
9111.90-零件
本節包括：
（A）列入第 91.01 或 91.02 節之各種錶之外殼（懷錶、手錶精密計時錶等），有或無玻璃，但未連同運轉體進口
者。
（B）此類錶殼之零件，包括：
（1）錶殼主體，即錶殼之骨架，可能裝有連接錶底蓋之鉸鏈。懷錶殼之骨架可能另裝有鉸鏈，用以連接錶
蓋及鑲嵌玻璃之槽。
（2）有環錶柄，係焊接於錶殼之主體上，裝有錶弓（懷錶用）及襯套。
（3）錶蓋，保護運轉體用之內蓋（一般錶無此機件）。
（4）鑲嵌玻璃之槽，為支持玻璃用之零件。使玻璃固定之邊緣，故恰當之名稱應稱為槽。
（5）底蓋，係指錶面玻璃反面之錶蓋。一般錶僅有一個蓋，但獵人用錶另有一個類似之蓋（面蓋）以保護
玻璃。
手錶殼不帶有環錶柄或錶弓，但有繫錶帶之耳柄。耳柄係以數種零件組成，包括橫棒在內，棒有固定
者，或裝有彈簧者。若干女用手錶無耳柄但有爪鉗，用以縛錶帶。
手錶殼常由兩部分組成，提錶殼主體及底蓋。有時底蓋及嵌玻璃之槽均成為錶蓋之一部分，或錶殼主
體與嵌玻璃之槽結成一體。較精美錶之運轉體係先裝於保護蓋內。
錶殼及其零件得以任何材料製成。通常係由卑金屬（鋼、鎳等經磨光、鍍鉻、鍍銀、或鍍鍺），或貴
金屬或被覆金屬之金屬，有時或用塑膠、象牙、瑪瑙、珍珠母或龜殼，亦可能加以修飾（用機械車、雕刻、
雕鏤、或以天然珍珠、養珠，天然、人造或再造寶石或次寶石等鑲邊）。
本節不包括：
（a）錶之簡單護蓋及玻璃，應各自列入其適當之節別。
（b）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之一般用零件（包括錶殼用之彈簧）之屬於卑金屬製造者（第十五類）及其類似品以
塑膠製者（第三十九章）。
（c）鐘外殼及類似型外殼供本章其他物品之用者及其零件（第 91.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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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2-鐘外殼及本章其他貨品之類似型式外殼及其零件。
9112.20-外殼
9112.90-零件
本節包括鐘外殼及屬於本章其他物品之外殼，而與鐘外殼之型類似者。除上項限制外，本節包括下列物品之
外殼：鬧鐘、航海用精密時計、機動車輛用鐘、時間記錄器、工時記錄器或時間打印器、時間間隔計（計分器、
計秒器等）或歸入本章之其他鐘。此類外殼不論是否裝有玻璃或是否已完成者均屬於本節。但本節不包括非類似
一般鐘之外殼而屬於科學用具、電力供應計等之外殼（計時器、工時記錄器及定時開關之外殼有時屬於此類）；
此類外殼應各自列入其適當之節別。
屬於本節之外殼其型式差別甚大；通常由金屬（包括貴金屬）、木材、塑膠、皮革、龜殼、珍珠母、大理石、
雪花石膏、陶瓷材料、截子瑪瑙、瑪瑙或象牙製成。亦可能加以修飾，鑲有天然珍珠或養珠，或天然、人造或再
造寶石或次寶石，或飾有圖案、雕刻品、人像、其他動物形體等者。
本節亦包括鐘外殼之零件，如嵌玻璃之槽、骨架、座架、腳架、及腳。
本節不包括：
（a）護蓋，通常由玻璃製成，單獨進口者（第 70.20 節）。
（b）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之一般用零件（包括鐘外殼用之彈簧），由卑金屬製者（第十五類）及歸入第三十九
章之塑膠製成之類似品。
（c）錶外殼（第 91.11 節）。

91.13-錶條帶、錶箍及錶手鐲帶、及其零件。
9113.10-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成者
9113.20-卑金屬製者，不論是否鍍金或鍍銀
9113.90-其他
本節包括各式錶條帶、錶箍及錶手鐲帶，即所有固定於手腕上之裝置。
錶條帶、錶箍及錶手鐲帶可以任何材料製造，例如，卑金屬、貴金屬、皮革、塑膠或編織材料。此類物品亦
有於其特性上明顯裝飾者，並不影響其歸類。
本節亦包括錶條帶、錶箍及錶手鐲帶之零件，任何材料製成，可確認者。
本節不包括：
（a）其他附加裝置（項鍊、垂飾帶、錶鍊、環、別針等），其應各自歸入其適當之節。
（b）扣環及鉤環，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第 71.15 節）或卑金屬者（第 83.08 節）。
（c）錶條帶、錶箍及錶手鐲帶連同手錶進口但未繫於其上者（第 91.01 或 91.02 節）。

91.14-其他鐘或錶零件。
9114.10-發條，包括游絲
9114.30-鐘錶面
9114.40-底盤及橋
9114.90-其他
本節包括一切鐘錶之零件，但下列者除外：
（a）本章章註 1 規定不歸入本章之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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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錘、鐘或錶之玻璃、錶鍊、滾珠軸承及軸承用滾珠（例如：用於自動上發條之錶者）。
（2）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之一般用零件，例如：卑金屬製之螺釘（橋、冠蓋、針盤、制輪、掣、寶石帽、
指針盤、軛、對錶桿等）、圓錐針、鐘發條、鐘盤字（第十五類）、及塑膠製之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或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製之類似品（通常列入第 71.15 節）。
這些零件應各自歸入其適當之節。但鐘及錶彈簧（大發條、游絲等）仍歸入本節。
（b）己明確歸入本章之其他節之零件（例如：屬於第 91.08 或 91.09 節之整體且已裝配之運轉體，屬於第 91.10
節之成組運轉體，不完整錶或鐘運轉體，已裝配或粗集錶或鐘運轉體，屬於第 91.11 或 91.12 節之外殼及屬
於 91.13 節之錶條帶、錶箍、錶手鐲帶）。
除上開（a）或（b）所述者外，凡零件同樣適用於鐘錶及其他物品如玩具、表計、量測或精密儀器（彈簧、
輪列、寶石、指針等）者仍列入本節（見本章章註 4）。但本節不包括顯然非鐘錶之零件（例如：時間記錄器之
印刷或彙計總數之裝置，及第 91.06 或 91.07 節物品之其他若干零件）。
本節包括可識別為鐘錶零件之坯料，但不包括尚不能識別為鐘錶零件之金屬片（例如：直接用車床切成之板、
橋等，或其他粗製成形而未經鑽洞、挖空等者）。此類零件應根據其組成材料分類。
屬於本節之鐘錶零件可能為未磨光、磨光、鍍鎳、鍍銠、鍍銀、鍍金、噴漆等或鑲有寶石者。
除應依照上述之規定外，歸入本節之主要鐘錶零件如下：

（A）錶運轉體之零件（不論系統之複雜程度如何）
這些零件包括：
（1）框架：板（附加之板在內）、橋（屬於發條匣、中心輪、第三輪、第四輪、平衡輪（活栓）、擒縱器、固
定輪等者）。
（2）驅動機械：大發條、發條匣、發條匣蓋、發條匣心軸及制輪、掣、掣彈簧。
（3）輪列：中心輪及小齒輪、第三輪及小齒轟、第四輪及小齒輪。
（4）活動機械：圓管狀小齒輪、分針小齒輪及分針輪、時針輪。
（5）擒縱器（錨或槓桿、掣針、滾筒、止動閘等）：擒縱輪及小齒輪、槓桿、掣軸、滾輪、掣石、推動針、滾
筒。
（6）調節裝置：平衡器、平衡桿、游絲（扁平型、布尼克特”Breguet”形、圓筒形）、調諧音叉、雙頭螺栓、
筒夾、調節器、指示栓、寶石帽或指示盤、調節彈簧、寶石襯墊，包括防震器專用零件。
（7）上發條及對錶機械：冠蓋、上發條桿及小齒輪、離合輪、固定輪、冠蓋掣輪、冠蓋掣輪、重複、軛（擺動
閂）、對錶桿、對錶桿彈簧及軛彈簧。
（8）電子運轉體之零件：錶用電路，例如，帶有印刷接點及其他零阻件之絕緣基座、或藉印刷（例如：線圈、
電容器、電阻器、二極體及電晶體）儘可能地聚集在積體電路上者。
（9）台型擒縱器以板、橋、擒縱器、平衡輪及游絲以及鐘錶運轉體之調節器組成，有或無輪列者。此項擒縱器
不論其是否業經調整或尚未裝配者仍列入本節。
已裝配之台型擒縱器可能擬裝於一整列用具之須用鐘錶運轉體者（時間記錄器、定時開關等），有時亦裝於
小型鐘或鬧鐘之中。

（B）鐘或鬧鐘運轉體零件
此類運轉體之零件原則上與錶運轉體之零件類似而僅較大。
鐘運轉體專用之零件有重鼓、鐘擺，包括補償擺（水銀、不變鋼桿莖等）、叉柱、平衡軸、平衡軸輪、彈回
擒縱器、不擺之（或 Graham）擒縱器等，獨立之上發條用鑰匙。鬧鐘運轉體之零件包括固定之上發條用鑰匙及對
鐘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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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打擊裝置之零件
（1）鬧鐘之打擊裝置：制動器或掣子、凹形頸環、放行輪、擒縱輪、指示桿、齒輪掣子、打擊錘等。
（2）鐘之打擊裝置（鎖盤型、齒棒型等）、鼓或桶及桶形輪、鎖盤、大輪、針輪、第三輪、警輪、整速輪、掣
子、槓桿或飛彈簧、重覆齒條、蝸牛輪、錘、起片、心軸、飛輪、集合掣子、齒條、鈴、鑼、諧音鐘。

（D）寶石
此類物品僅包括已加工之寶石，即經過車、割切、磨光、鑽孔、挖空等，或裝配者（在固定物或螺旋內）。
未加工或粗鋸之寶石除外（第七十一章）。鐘錶廠所用之寶石其體積通常甚小，其直徑甚少超過 2 公厘者，而厚
度亦不超過 0.5 公厘。
鐘錶用之主要寶石係天然或人造紅寶石、藍寶石及石榴石，偶而亦用鑽石。廉價鐘錶有時用玻璃，或其寶石
部分用金屬帽取代。
鐘錶之寶石均以其所支持之各種零件之名稱為名，例如中心輪寶石、第三輪寶石、第四輪寶石、擒縱輪寶石、
掣軸寶石及平衡輪寶石。圓筒樞軸之軸承係以鑽孔之寶石組成，或以鑽孔之寶石及實心寶石（寶石（端墊）組成。
軸承亦有以圓錐空心寶石組成者。
除以圓寶石用作軸承之外，裝有桿形擒縱器之鐘錶通常亦含有三粒特製之寶石：二粒掣子寶石（縛於掣子每
端之斜角寶石）及一粒衝針（通常係以半圓形或三角形供滾輪用之寶石）。
寶石可能以手工裝配，用已鑲嵌之寶石裝配，但以壓力方式裝配者最為普遍。

（E）針盤
針盤通常有刻度或數字用以指出時、分及秒。可能係平面或彎曲形。通常經鍍銀、鍍金、塗漆；經氧化或其
他方式以黃銅塗覆者；或以塗瓷釉之銅，以金或銀，有時或以紙、玻璃、塑膠或陶瓷製成者。其數字或題字可能
以各種方法製成（轉印、塗漆、壓印等）。針盤有具發光之數字或符號者。
針盤係以螺絲、釘、或其金屬外圈固定於板盤上（或固定於稱為「針盤板」之附加板上）。

（F）指針
指針係指示時、分及秒數之用。本節包括精密時計及鬧鐘等專用之指針。鐘錶所用之指針可能係平面或彎曲
者，並可能由鋼或黃銅製成，通常經磨光、氧化、鍍鎳、鍍鉻、鍍銀、鍍金或塗漆者；有時由金或獸骨製成。發
光針有成「窗框式」者則塗有以幅射鹽（放射釷、中性釷等）為基之化合物。指針之種類繁多，以便適合各型針
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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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章
樂器；與其零件及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第十五類類註 2 所列之一般用卑金屬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b）屬於第八十五章或九十章微音器、擴大器、揚聲器、頭戴耳機、開關、閃光器及其他附屬儀器、器具或
設備供使用但未裝於歸入本章儀器之機箱內；
（c）玩具樂器或器具（第 95.03 節）；
（d）供清潔樂器用之刷(第 96.03 節)，或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品(第 96.20 節)；或
（e）珍藏品或古董（第 97.05 或 97.06 節）；
（f）線軸、紗框或類似支持物（應依據組成之材質分類，例如：第 39.24 節、第十五類）。
2.─樂弓、樂槌及類似品供第 92.02 或 92.06 節之演奏樂器使用者，與該項樂器連同申報進口，其數量相當係作該
項用途者，應一併歸屬各該項樂器之相同號別。
屬於第 92.09 節之卡片、碟片及音樂卷，與該項樂器連同申報時，仍應視為個別物品，而不構成此項樂器
之零件。

總

則

本章包括：
（A）樂器（第 92.01 至 92.08 節）。
（B）上列樂器之零件及附件（第 92.09 節）。
某些樂器（鋼琴、吉他等）可能有擴大聲音的電化裝置，但若除去電化裝備，這些樂器仍可像類似的傳統樂
器一樣可演奏，則此等樂器仍歸類於本章之各節。而電化裝備本身，除非構成樂器整體必需的零件或安裝於與樂
器同一個機箱內，否則全不歸入本章（第 85.18 節）。
電或電子樂器（第 92.01 節之自動鋼琴以外者）若無電或電子裝配則不適合於演奏者，應歸類於第 92.07 節（參
照相關之註解）。因此後者所述之節包括例如靜電、電子或類似之吉他、風琴、鋼琴、手風琴、鐘樂器。
本節所列之樂器及器具可任何材質，包括貴重金屬或鍍上貴重金屬之金屬；亦可鑲上貴重或半貴重寶石（自然、
人造或再製）。
依據本章章註 2，演奏第 92.02 節所列之弦樂器所用之弓與琴撥，以及第 92.06 節所列打擊樂器所用之棒（包
括棒頭為軟製者）與槌，連同該項樂器申報進口時，其數量相當且係作該用途者，應一併歸屬於該項樂器之節，
而不歸入第 92.09 節。但是屬於第 92.09 節之卡片、碟片及音樂卷，即使與樂器同時申報，仍應視為個別物品，而
非視為構成該樂器之零件。
除了下述註解所明確提及排除之項目外，本章亦不包括：
（a）電子音樂模組（第 85.43 節）。
（b）由於所用材質之特性、粗糙之塗飾、音樂性質之缺乏或任何其他特徵，而明顯地被認定為玩具之樂器（第
九十五章）。例如：某些口風琴、小提琴、手風琴、小喇叭、鼓、音樂盒。
（c）珍藏品(第 97.05 節)(例如：具有歷史性或民族性風味之樂器)，或年代超過一百年之古董(第 97.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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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鋼琴，包括自動鋼琴，大鋼琴及其他鍵盤弦樂器（＋）。
9201.10-直立型鋼琴
9201.20-平台型鋼琴
9201.90-其他
本節包括：
（1）鋼琴，有鍵盤及琴弦，以琴槌敲擊琴弦，不論有無配備電動拾音器及聲音擴大裝置者，亦即：
（a）直立型鋼琴，有響板，琴弦直立式地穿越其上，如弦板無法容納時，低音弦與其餘弦相交叉；
（b）平台型鋼琴（演奏型及小型平台型），琴弦水平式地安裝於三角型延伸之箱內。
本類包括自動鋼琴，不論有無鍵盤之裝置，例如：利用打孔之紙捲或紙板來演奏，也可以機械式、氣
壓式或電力式操作。
然而，「電子鋼琴」及安裝於鋼琴內，使鋼琴演奏時能產生其他樂器之音效之電子樂器，則應歸入第
92.07 節（參照本章總註解）。
（2）大鍵琴及其他鍵盤弦樂器，例如：歐洲式小型直立式鋼琴及翼琴。
。
。。

目註解：
第 9201.10 及 9201.20 目
這些目亦包括自動鋼琴。

92.02-其他弦樂器（例如：吉他、小提琴、豎琴）。
9202.10-用弓奏者
9202.90-其他
本節包括：
（A）弓奏樂器
代表型樂器為小提琴、古式提琴、中提琴（此琴比一般小提琴大一點）、大提琴、低音古提琴及低音
提琴。
（B）其他弦樂器
本組包括：
（1）撥絃樂器，聲音之震動是利用手指或小型木製、象牙製、龜甲製、塑膠製等尖狀物（琴撥），暫時將
琴弦移開直線位置而產生的。例如：
（a）曼陀林（Mandolines）（深弦形背部的那不勒斯式曼陀林、低音曼陀林、大曼陀林等）。
（b）吉他。
（c）日耳曼琵琶（曼陀林之一種）。
（d）五弦琴（一種長頸型之樂器，有平背式圓狀琴身，及鼓皮作成之平的琴腹。
（e）烏克麗麗（Ukuleles）（厚柄之小型吉他）。
（f）箏（Zithersorcithers），有不等邊四邊形之平的音箱，多條琴弦，琴弦通常為金屬製。
（g）俄式三弦琴（Balalaikas）。
（h）豎琴，用手指撥琴的弦樂器，琴框為三角形，琴弦分級長短不等。
（2）其他樂器，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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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風奏琴：風奏琴通常陳設於花園等處，音盒上裝有許多弦，這些弦在風中會發出自然的和聲。
（b）吉普賽琴（Czimbalos）：琴框上裝有鋼弦，用於吉普賽管弦樂隊中，以軟製頭之琴槌敲擊。
有些樂器，特別是吉他，雖利用電子擴大其聲音，卻仍歸屬於本節。然而，某些電子樂器，例如無音
箱的電子吉他卻應歸屬第 92.07 節（參閱本章註解總則）。

[92.03]

[92.04]

92.05-管樂器（例如：鍵盤管風琴、手風琴、單簧管、小號、風笛），但遊樂場風琴及街頭用
機械風琴除外。
9205.10-銅管樂器
9205.90-其他
本節所含蓋的管樂器不含列於第 92.08 節者（遊藝場風琴、機械手搖風琴、聲音信號樂器等），儘管這些樂
器在某些方面亦可視為管樂器。
本節包括：
（A）銅管樂器
所稱「銅管樂（Brass-wind）」係管弦樂隊所用一組樂器的音質有關，而不是指樂器的構成材質。此類
所包括的樂器通常由金屬（黃銅、鎳銀、銀等）製成，形狀為一根錐形管，管子末端為喇叭形，管身可卷
彎成各種角度。它們配有空心吹口，用嘴唇吹奏發聲，通常用變音活門彈奏。這些樂器包括短號、小號（簡
單小號、管弦樂隊小號等等），軍號（號角）、薩克斯號（喇叭）、上中音號及低音軍號、低音大號、低
音蘇薩大號、長號（閥門式或滑動式）、供管弦樂隊演奏用的號角（例如：法國號）及管弦樂隊用無活門
號角（例如：狩獵號）。
（B）其他管樂器
本組包括：
（1）鍵盤管風琴（教堂型風琴），這些為管樂器，其琴鍵

之動作係用電氣壓方式或機械方式以電氣方式

傳送至風管。
本節亦包括與風琴同時進口的彈奏臺及風琴箱（即存放風琴且通常具有裝飾圖案之木作品）。若
單獨進口則不歸於本節（第 92.09 節）。

本節不包括自動風琴、街頭手搖風琴及類似管樂器。此種樂器無鍵盤，係自動或用把手彈奏者（第
92.08 節）。電子風琴應歸類第 92.07 節。
（2）簧風琴及類似的鬆弛金屬簧片鍵盤樂器。但無風管。
（3）手風琴及類似樂器，六角手風琴、 班多尼昂手風琴及腳踏風琴。

本節不包括電子手風琴（參閱第 92.07 節註解及本章註解總則）。
（4）口風琴（口琴）
（5）所謂之「木管樂器」，主要由多孔管狀物（由木材、蘆稈、金屬、塑膠、硬橡膠、玻璃製成）配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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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及環構成（它們通常以簧片發擊）。此類樂器包括長笛、簫、短笛、豎笛、雙簧管、中音雙簧管、
巴松管、薩克斯管及薩路管。

本組還包括奧卡利那笛(用金屬或黏土製成並發出長笛般聲音的小型蛋型樂器)及滑動笛（用金
屬或硬橡膠製成）

（6）其他管樂器（例如：風笛、布列塔尼風笛或小風笛，它們用皮張或動物膀胱製成風箱或風囊，並帶有
三至五根管子，其中一根是調旋律管而其他是低音管）

92.06-敲擊樂器（例如：鼓、木琴、鐃鈸、響板、響葫蘆）。
敲擊樂器是利用一種物體或棒或類似之裝置或空手來敲擊，這類樂器共同被稱為「鼓」。
本節包括以下主要樂器：
（A）附有伸張之鼓皮者，例如：
（1）小鼓及鈴鼓。
（2）鼓（淺薄之小鼓，低音或大鼓等）。
由木製或金屬製圓柱所構成，羊皮或牛皮伸張覆蓋於圓柱體兩頭（雙式鼓）。由一支或兩支普通
或頭部為皮製之鼓棒敲擊出聲。
（3）定音鼓、羊皮伸張覆蓋於中空之銅製半球體上（大小相差甚大，且通常擺置於地上）。調整出一定之
音調，並以鼓棒敲擊。
（4）帶鈴之手鼓。為一覆蓋鼓皮之箍圈，上面安裝有鈴鐺或銅片，以不同之方式搖幌出聲音，或用手掌、
指尖等敲擊。
（5）大鼓。
（B）其他未列名敲擊樂器，例如：
（1）銅鈸。係圓形金屬片，通常兩片互相敲擊或摩擦，有時用軟棒頭之鼓棒敲打單片之銅鈸亦可發聲。
（2）鑼（例如國樂之鑼），為金屬片，通常用大鼓棒敲打，棒尖以皮革或毛氈填塞。
（3）三角鐵，用鋼棒彎成之等邊三角形，用鐵棒敲打。
（4）風鈴（Jinglesjohnnies）（中國式樓閣、土耳其新月形建築用者），棒上裝有鈴鐺及小鐘鈴，搖晃該棒
而發出聲響。
（5）響板，內凹或貝殼形之木製、骨製或象牙做的小樂器，用手指頭固定或安裝於手把上，兩個互相敲打。
（6）木琴，由長短不等之小木條板組成，安裝於兩根支撐物上，用鼓棒敲擊。
（7）金屬琴，類似木琴，但用金屬片（鋼或都拉銘（鋁合金）製）取代木條板。（1 黖^及金屬琴兩者之琴
台下常裝有金屬共鳴舌狀物或管子）。本節亦包括玻璃片製之類似品。
（8）鋼片琴及其類似品，用於打擊樂團中，為傳統諧音鐘之替代品。外觀像小鋼琴，有踏板及制音器。用
特殊的厚鋼片敲打由鍵盤操縱之機械式琴槌。
（9）鐘、鐘組、諧音鐘、管式鐘。一組管子懸吊於框架上，空手或用鐘槌敲打。
（10）響葫蘆及其類似品，由中空之鐘或管子組成，搖晃出聲音。
（11）響棒，由一雙硬木棒組成。
（12）調節樂器（Flexatones），一金屬片安裝於手把上，金屬片兩側各有兩個木球，搖動樂器時，木球擊
打金屬片而引起震動，音色則由姆指彎曲金屬片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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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之樂器有時可組合起來，一位演奏者可同時演奏數種。舉個例，在樂隊中敲打大鼓之軟頭鼓棒由腳踏板
控制，而且鼓周圍裝設有銅鈸、鑼與木魚（木製共鳴盒，配備有鈴或作成木琴）等。
公共建築使用之共鳴鐘，可適當的產生音樂者，亦應分類於此。
但是電子打擊樂器仍應歸類於第 92.07 節。
本節亦不包括：
（a）門或桌鈴及鑼，門用諧音鐘等，這些並非樂器（第 83.06 或 85.31 節）。
（b）時鐘所用之諧音鐘或打擊機件（第 91.14 節）。

92.07-樂器其聲音須藉電力產生或必須放者（例如：電風琴、電吉他、電手風琴）。
9207.10-手風琴外之鍵盤樂器
9207.90-其他
本節所包括之樂器，其聲音須利用電力（包括電子）產生或擴大。（亦即缺少電或電子組件即無法在正常聽
力下彈奏，即使震動裝置可能會產生微弱聲音也不算）。在這條件下，此類樂器不同於某些其他樂器（例如鋼琴、
手風琴、吉他）。這些樂器可能有電的擴音裝置，但若無擴音裝置，仍可單獨使用，與近似的傳統型樂器一樣。
電操作之自動鋼琴亦除外（第 92.01 節）。
歸入本節之樂器通常係基於下列各項之使用：
（A）電磁發電機
基於此原理之一系統，其發電機有一驅動軸，利用連動裝置與同步馬達銜接，馬達定速推動發電機。
大小不同的傳動齒輪成對地沿著驅動軸排列。每個傳動輪稱之為「音色」轉輪。樂器與主線聯接時，同步
馬達則帶動音色轉輪，其速度隨齒輪直徑之大小而變化。帶有線圈之永久磁鐵靠近音色轉輪並和其平行。
轉輪轉動時，在相關磁鐵之磁極下，齒輪齒繞著邊緣有規則地排列，磁場也因此起了變化，線圈也產生微
弱的電流變化。這些預先已指定頻率之電流，更經過電力之擴大，而傳輸至喇叭。
此原理特別適用於風琴類之樂器。
另一系統為腳踏式風琴型，「自由簧片」越過永久磁鐵的一個磁極，其震動會引起纏繞磁鐵之線圈之
磁場變化，所產生的電流會被擴大，傳送到喇叭。
（B）靜電發電機，有下列幾種不同之型式：
（1）電線延伸發電機。琴槌敲擊帶有電流之電線而產生震動，提高電線及其鄰近金屬零件間之電容變化。
電容變化正好相當於琴弦之震動，因此擴大後能產生真實的聲音。
（2）震動簧片發電機，電流由簧片傳達，而非由弦負載。
（3）可變電容發電機，馬達定速轉動電容器。
（C）振盪電子閥（或管）發電機，包括氣體放電管振盪器。
（D）光電發電機，光束通過已打孔之碟片，投射於電池上，仔細計算碟片網上口徑上的數字，即可得到相
當的電流變化數，這些經過擴大後，產生所要之聲音。
有些此種樂器稱為電磁、靜電、電子、無線電、光電鋼琴、電子琴、手風琴、共鳴鐘等，但大部分都以註冊
登記之商標品名來稱呼。只要簡單地調整音栓，大部分樂器都會有真實之聲音重現。這些樂器若只發出一系列的
單獨的音，則稱為「單音」樂器，若立即產生幾個音，則稱為「多音」樂器（例如：風琴）。
有些可單獨彈奏；其他的則要配合普通的鋼琴，用右手彈奏，至伴奏之鋼琴則用左手彈，這種樂器則歸屬本
節，不論其是否與鋼琴同時申報。
雖然電或電子裝置（特別是擴大器與喇叭）對於本節中之樂器之正常操作非常重要，但這電或電子裝置若未
內藏於樂器內，則不歸屬於本節，而應歸類各該節（第八十五章）。若安裝於樂器同一機箱內，即使為了運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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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而與該樂器分開包裝，則仍應與該樂器歸屬同一節。
本節不包括與某些每半小時自動報時之電子鐘連用之傳統型時鐘（有指針者）（第九十一章）。

92.08-音樂盒、遊樂場風琴、街頭用機械風琴、機械鳥鳴器、鋸琴、及其他未歸入本章其他號
列之樂器；各種媒誘音響器；口哨、呼叫用號角及其他口吹信號器。
9208.10-音樂盒
9208.90-其他
（A）未歸入本章其他節之樂器
此類物品包括：
（1）音樂盒。係由自動奏曲之小型機械式運轉體組成，裝入盒子或各種不同之容器內。主要之組件為一附有音
栓（按照演奏曲子之音調）之圓柱體組；轉動時，音栓接觸到像梳齒一般排列的金屬舌片，使其震動而奏
出所要之音調。整個組件安裝於一金屬板上，圓柱體藉一利用扭轉鑰或直接用把手上緊之彈簧（發條裝置）
動力機來帶動。某些型式者，其圓柱體可由凹凸不平的原理設計的金屬碟片取代之。
物品裝有音樂機械裝置，但其功能（例如：鐘、小型木製家具、含人造花之玻璃瓶、陶瓷小塑像），
基本上仍具實用性或裝飾性者，不視為本節所稱之音樂盒。此類物品應按未含音樂機械裝置之相當物品分
類。
同時，物品諸如手錶、杯子及賀卡之含有電子音樂模組者，亦不視為本節貨品。此類貨品應按未含類
此模組之相當物品分類。
（2）遊樂場用風琴，例如：手搖風琴及其類似品。有些遊樂場風琴係大型樂器，裝有兩組仿鍵盤，其中之一利
用鋼琴之琴鍵打擊之原理彈奏金屬弦，另一個鍵盤控制風琴管；其他還有腸線弦，用機械弓彈奏。這些樂
器可與鼓、銅鈸、手風琴等相組合，而有管弦樂團一樣的效果。此樂器主要用於遊樂場等地方。其可以用
手或電力操作，並且藉打孔之音樂卷或卡片來演奏。
（3）街頭用機械風琴。其構造為一個箱子，箱內裝有一附銅栓之圓筒（或圓柱體）組，經由把手轉動，操作木
質或金屬管上之活瓣。
（4）機械鳥鳴器。其為小型電動玩偶，通常裝在籠內。籠子底部有彈簧（發條裝置）動力機，推動活瓣組及風
箱，奏出曲調並轉動仿造鳥之頭部與身體。
（5）鋸琴。為一用弓或用氈呢頭琴槌使其震動之特殊鋼片。
（6）其他奇特之樂器，諸如轟響器及用嘴吹之號笛。
卡片、碟片及音樂卷，不論是否與本節（見本章註 2）之樂器同時進口，皆歸屬於第 92.09 節。

（B）所有之媒誘器及口吹信號器
（1）媒誘器及效果器等，小型之口吹或手操作之音響器，模仿鳥或其他動物之叫聲來引誘獵物。
（2）口吹信號器，例如：
（i）號角及呼叫號角，角製、骨製、金屬製等。
（ii）口哨（用嘴吹），金屬、木製等以傳達信號等。
本節不包括：
（a）門鈴、桌鈴、自行車鈴等（第 83.06 或 85.31 節）。
（b）燈泡控制之喇叭及示警用喇叭（例如：車輛用），船舶之警報器，可攜帶或固定式，手操作之屋頂警報器；
這些應按其材質來歸類，或屬於第十六或十七類。
（c）電氣操作之音響信號設備或器具（第 85.12 或 85.31 節）。
─ 1502 ─

Ch.92

92.09-樂器之零件（例如：音樂盒之機械裝置）及附件（例如：機械樂器用卡片、碟片及音樂
卷）；各種節拍器、音叉及簧律管。
9209.30-樂器用弦
-其他：
9209.91--鋼琴之零件及附件
9209.92--列於第 92.02 節樂器之零件及附件
9209.94--列於第 92.07 節樂器之零件及附件
9209.99--其他
本節包括：
（A）節拍器、調音叉及調音笛
本組包括節拍器、音叉與簧律管，不論其是作為音樂用或他種用途。
節拍器為小型的機械裝置，用於指示所彈樂曲正確的速度，通常為金字塔形，可能安裝有鈴。其主要
之部分為擺動桿，此桿放置於底部樞軸上，其移動係根據橫木後面的尺度而加快或減低速度。
本類亦包括工業用之節拍器，這種節拍器裝備有電氣接觸器。
調音叉通常為小Ｕ型金屬棒，震動時發出特別的音；本類亦包括大型音樂廳用之調音叉，此種音叉的
金屬舌片安裝於音盒上，用槌子敲擊。
調音笛用嘴吹，由一個或更多的簧管或笛子組成，通常會發出幾個音（四個或六個）。
本類也包括了醫療之調音笛（特別是聽力測試，這些都預先設定發出範圍極廣之震動，通常都放在裝
有多樣器材之盒中），作為觀測用。有些有電氣裝置以維持其震動。
（B）音樂盒機械裝置
參閱第 92.08 節之註解。
（C）樂器用弦
本組包括真正的弦樂器（鋼琴、豎琴、小提琴、大提琴、曼陀林等）之用弦。這些弦通常由下列材料
製成：
（1）腸線（通常為羊腸）
根據所需之厚度，由一定之股數作成腸線弦。每一股由縱向切割之腸帶或完整之腸線構成。
（2）絲，絲弦通常由 140 股構成，外觀像腸線弦，外表塗上一層薄的阿拉伯樹膠，並用白臘磨光。
（3）人造單纖維（通常為尼龍）。
（4）鋼絲（通常為不鏽鋼）、鋁絲、銀絲、銅絲等。金屬弦或為單股，或者為金屬心上覆蓋金屬絲（纏繞
金屬心）。這種弦稱為「金屬心捲弦」。
（5）腸線、絲、尼龍覆蓋金屬絲（鋁或其他卑金屬，不論是否為鍍銀或銀等）。金屬絲纏繞在外面，這種
稱為「腸線、絲或尼龍心捲弦」。
樂器弦依據其外表塗飾來辨認（鋼弦由磨光之金屬製成，其直徑經仔細之測定。腸線完整劃一，直徑
也維持一定。有些腸線弦呈白色、透明，其他如豎琴弦則有時染成紅色或藍色等）。弦亦可依其包裝之方
式來辨認（小紙袋、封套或其類似品，上面通常印有使用說明）。此外，有些弦（特別是金屬弦）常有環
圈或小金屬球，以便安裝在樂器上。
本節不包括合成紡織材質（不論是否切割）之弦、腸線及單纖維等無法確定為樂器用弦之項目（應歸
類於各合適之節別）。
（D）其他零件及附件
本組包括樂器之零件及附件（上述（B）、（C）中所提者除外），也不包括喇叭及聲頻擴大器（第 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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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概言之，不與樂器之零件及附件相配備之電氣器材（馬達、光電池等）亦不屬於此類。
本組包括：
（1）鋼琴、風琴、腳踏式風琴或類似品之零件，例如：
整個鍵盤（亦即一整套安裝於框架上之琴鍵）；鋼琴機件（即琴鍵一打擊系統、琴槌、包括制音
器），鋼琴，或腳踏式風琴之外箱、響板、木製或鑄造之鐵骨；腳踏機件及腳踏；調音計，腳踏式風
琴之金屬舌片（簧片）；鍵盤之單獨之琴鍵、琴槌、制音器，琴槌之軸心及音叉等；管風琴之管、風
櫃、風箱及風琴之其他組件（包括外箱）。
手風琴之琴鍵、音栓、風箱、鍵盤等亦屬此類。
然而，本節不包括象牙、骨頭或塑膠之細條，此細條簡單地剪成長方形，需要磨光、磨圓四個角
或做進一步之整理，這些都必需在做成樂器鍵上之覆蓋物前做好。這種細條則仍屬各該節別（第三十
九章或 96.01 節）。
（2）第 92.02 節（弦樂器）之零件及附件，例如：
曼陀林、吉他或其他類似樂器之琴身。或曼陀林之「機件」（即弦枕上之木栓、螺絲及齒狀輪）；
小提琴、大提琴及類似品之零件如琴背、琴腹、琴柄（不論是否為未加工品）、指板、弦枕、琴橋、
緒正板（安裝琴弦處）、鈕、骨柱（琴背與琴腹間）、木栓（置於樂器上端漩渦狀頭上之栓，用以改
變琴弦張力者），琴弦調整器等等。大提琴及低音大提琴之支柱腳（置放樂器於地上），弓及其零件
（弓柄、弓柄末端、張力螺絲等）包括馬尾、琴撥、止音器及腮托。
（3）第 92.07 節內樂器之零件及附件，例如：
風櫃（電子鋼琴、風琴及鐘琴（Carillon））、腳踏板機件、鍵盤、音色輪（特別是風琴）。
有關電子零件、附件請參照第 92.07 節之註解。
（4）第 92.05 節之木管樂器之零件及附件，例如：
木管樂器（豎笛、長笛及類似品）之木製扭栓組件，金屬樂器本體，滑管、延伸管，各種吹口及
吹口蓋；簧片、活塞、活塞控制鈕、鍵、環、套圈、喇叭口，止音器；鍵墊（長笛、豎笛等用）。
（5）敲擊樂器之零件，例如：
鼓棒，不論是否為軟質頭；各種琴槌；鼓刷；樂團用之腳踏；銅鈸架；鼓肚及支撐物等；木琴及
其類似品之石板、金屬板、桌台及支撐框架；鼓皮，形狀為圓形或近似圓形且很清楚地可辨識者；弦
（通常為真正大麻纖維、黃麻或瓊麻），用於張開某些樂器如鼓之鼓皮；腸線或金屬響線，此響線越
過小鼓之響線頭。
*
**

本節亦包括：
（1）固定於樂器上之樂譜架。供置放樂器（例如，小鼓或薩克斯風）之支架(第 96.20 節之單腳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類似品除外)。
（2）彈奏樂器之機械裝置。
這些為輔助裝盤置，使樂器可操作卡片、碟片及音樂卷；可用手把、腳踏或風箱控制，亦可機械式或
電動式操縱。可安裝於樂器內部或外部（通常為鋼琴或腳踏式風琴）。
（3）卡片、碟片及音樂卷，自動演奏樂器用；不論是否與樂器同時申報，此類物品須歸類於此（參照本章章註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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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
（a）第十五類類註 2 中定義之一般用物品，例如：鉸鏈、把手、配件（例如：鋼琴用），卑金屬製者（第十五類）
及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b）調音工具（第 82.05 節）。
（c）音樂盒或機械式鳥鳴護用之未與其他零件一起安裝之彈簧操作（發條裝置）發動機（第 84.12 節）。
（d）未與樂器之零件及附件安裝一起之鐘或錶之運轉裝置（第 91.08 至 91.10 節）。
（e）鋼琴椅（第 94.01 節），落地式譜架或桌（第 94.03 節），鋼琴之燭架（第 94.05 節）。
（f）弓弦用之模狀松香（第 96.02 節）。
（g）長笛、雙簧管等之清潔刷（第 96.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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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類
武器與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與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屬於第三十六章之貨品（例如：打擊火帽、雷管、信號彈）；
（b）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c）裝甲戰鬥車輛（第 87.10 節）；
（d）望遠鏡瞄準具及適用於武器之其他光學裝置（第九十章），除非其已經裝置於武器上，或與擬裝置之武
器連同申報者；
（e）弓、箭、鈍頭刺劍或玩具（第九十五章）；
（f）珍藏品或古董（第 97.05 或 97.06 節）。
2.─第 93.06 節所稱「零件」不包括第 85.26 節之無線電或雷達器具。

總

則

本章包括：
（1）所有涉及陸、海、空戰爭，為軍事武裝部隊或警察部隊或其他建制部隊（海關、邊防部隊等）所使用之武
器。
（2）私人為自衛、狩獵、打靶（例如：適於短射程靶場、室內靶場或遊樂場等）所使用之武器。
（3）藉炸藥爆燃而操作之其他裝置（例如：撇纜槍及信號手槍）。
（4）彈藥與飛彈（第三十六章之貨品除外）。
除少數例外（見第 93.05 及 93.06 節註解），本章亦包括武器之零件及彈藥之零件。
望遠鏡瞄準具及適用於武器且已安裝之其他光學裝置，或其與擬裝置之武器連同申報者，均與武器一併歸
類。否則，此等光學裝置，不屬本章範圍（第九十章）。
本章不包括乘具，即使僅屬軍用，不論其是否有武器均不屬本章範圍。故本章不包括，例如，裝甲鐵道車輛
（第八十六章），戰車及裝甲車輛（第 87.10 節），軍用航空器（第 88.01 或 88.02 節），與戰艦（第 89.06 節）。
然雖用於此等乘具，而係單獨申報之武器（槍、機關槍等），仍屬本章範圍（見第 93.01 節註解有關安裝於鐵道
或道路車輛上之武器）。
本節亦不包括：
（a）鋼盔及其他軍用頭部用具（第六十五章）。
（b）個人護甲，例如，胸甲、鎧甲、防彈夾克等（依據其構成材質分類）。
（c）弩、射藝用之弓及箭，與具玩具性質之武器（第九十五章）。
（d）珍藏品與古董（第 97.05 或 97.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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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涉及之武器及其零件，可能含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天然或人造珍珠，珍貴或次珍貴寶石（天然，
合成或重造者），玳瑁殼、珠母貝、象牙及類似物。

93.01-軍用武器，不包括轉輪槍、手槍及第 93.07 節之武器。
9301.10-大砲武器（例如，槍砲、榴彈砲及迫擊砲）
9301.20-火箭發射台；火焰投擲器；榴彈發射器；魚雷管及類似投射器
9301.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除第 93.02 節之左輪槍及手槍與第 93.07 節之武器外之軍用武器。亦包括分開申請，擬裝備艦艇、
裝甲列車、航空器、戰車或裝甲車輛之武器及火器。
本節包括：
（1）砲兵武器及步兵支援武器。即各式加農砲（固定式或輪行式、履帶式），如野戰、中型、重型及超重型砲、
長射程砲、防空高射砲、反戰車防禦砲、榴槍砲及臼砲。安裝於鐵道運輸車上之長射程砲，亦屬本節範圍
（不包括第八十六章內）。顯然有別於第 87.10 節戰車及其他裝甲戰鬥車輛之機動及自走砲，亦分類屬於本
節範圍。
（2）能連動及快速發射之武器；其中有宜由個人單獨操作者。
本組包括：機關槍、衝鋒槍（手提機關槍）及其他連動發射武器。
（3）軍用火器，如來福槍及卡賓槍。
（4）其他特殊軍用投射武器，例如，第 93.03 節之外者軍用火箭投射器及發射器；深水彈發射器；魚雷發射管；
火焰噴射器（對敵噴射已燃揮發性液體之器具），特別用於除草之噴火槍除外（第 84.24 節）。

93.02-轉輪槍及手槍，不包括第 93.03 或 93.04 節所列者。
本節包括不論何種口徑之轉輪槍及手槍，此類槍械能藉爆性火藥發射任何子彈（信號彈除外），且係由手握
操作。
轉輪槍乃單槍管結合轉輪而成之火器。
手槍具有單槍管或多槍管。此等槍管亦可予互換。半自動手槍具裝有多發彈藥之彈匣，但每發彈藥之擊發必
須分別扣動其扳機。
本節亦包括袖珍型手槍及轉輪槍，亦包括製成其他物品形狀之此等武器，例如，製成鉛筆、小刀或香煙盒，
然事實上仍為火器者。
本節不包括連動發射武器（即，使用手槍子彈，一加壓力於扳機即連動發射，直至彈匣彈藥用完或施於扳機
之壓力釋去，始克停止發射之武器）；如衝鋒槍（手提機關槍）等此類武器歸類於第 93.01 節。此類武器可藉手
動發射，然通常裝有延伸槍柄。
本節亦不包括：
（a）獵獲用無痛捕殺器具，發射信號彈之信號槍，起跑用發射空包彈（連同實心或閉塞槍管，或連同推拔圓筒）
之手槍或轉輪槍，舞台手槍。既非用以，亦不能以藥筒發射之「黑藥」前膛裝填手槍（第 93.03 節）。
（b）彈簧、空氣或瓦斯手槍（第 93.04 節）。

93.03-其他火器及類似以點燃爆性火藥所操作之裝置（例如：獵槍、來福槍、前膛裝填火器、
信號槍及其僅用於發射信號彈之裝置、發射空包彈之手槍及轉輪槍、獵獲用無痛捕殺器
具、撇纜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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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3.10-前膛裝填火器
9303.20-其他運動、狩獵或打靶用散彈槍，包括散彈來福槍組合槍
9303.30-其他運動、狩獵或打靶用來福槍
9303.90-其他
本節包括所有未包括在第 93.01 及 93.02 節內之火器；包括一些雖藉爆性火藥發射而非武器之裝置。
本節包括：
（1）各種口徑，光膛或具來福線之運動、狩獵及打靶用槍，來福槍與卡賓槍。運動及狩獵用槍常具有槍管，有
時具有一光膛槍管及一來福線槍管，且可具有互換槍管（光膛及來福線者）。此等槍械之金屬部分上常有
裝飾螺紋及浮雕。打靶用槍通常僅有一槍管。此等槍械，有每次僅可發射一顆子彈，每次發射後需人力再
行裝彈者；或以彈匣裝填，使能重覆發射者；或使其機構以為快速半自動發射之用者。
形似手杖之運動用槍，亦屬本項範圍。
（2）獵水禽用槍（平底船用槍），專用於射擊水禽，通常安裝於固定船上之台或支架上。
（3）前膛裝填（「黑藥」）火器，既非用以發射子彈，亦不能發射子彈。
（4）信號槍及僅為發射信號彈用之其他裝置。
（5）僅能發射空包彈之假形、摹擬或安全手槍及安全左輪槍。此等槍械可具備有通氣孔之實心或封口槍管。某
些左輪槍其彈膛或許為圓錐形者，有些賽跑起跑或舞台用手槍有無槍管者。用於賽跑起跑時之手槍可設電
氣裝置以操縱精確計時裝備。
（6）獵獲無痛捕殺器具。此類器具類似發射空包彈之手槍。藉爆發力量迫使栓體於槍管內向前滑動，以達殺死
或擊昏動物之目的。其栓體不離手槍而可拉回再次使用。
本節不包括有時用於屠殺動物之子彈式手槍（通常為大口徑）（第 93.02 節）。
（7）撇纜槍，主要用於船上或救生船編隊站，供救生及建立通訊設備之用。
（8）捕魚槍，用以驅射攜繩魚叉，捕捉魚類、海產動物、龜類等。
（9）示警用槍、臼砲或類似器具，發射空包彈，用於告急（例如，救生船場所之呼救），慶祝事宜或警告有盜
等。
（10）轟雹加農砲，為具有鐵皮截錐體之加農砲，用以轟擊雹雲而使下雨。
本節不包括藉爆炸性火藥操作之鉚接工具、打牆孔工具等（第 82.05 節）。

93.04-其他武器（例如：彈簧、空氣或瓦斯槍枝、警棍）不包括第 93.07 節所列者。
本節所屬武器不包括第 93.01 至 93.03 節之火器及第 93.07 節之武器。本節包括：
（1）警察用之警棍、救生用具、配重笞杖等，與暗藏武器之手杖。
（2）指節套，即套緊拳頭之金屬片形成物，藉以拳擊之器具。
（3）射鳥槍，可呈手杖形狀。
玩具射鳥槍不在本節範圍之內（第 95.03 節）。
（4）空氣槍、空氣來福槍及空氣手槍。此類槍械類似一般之來福槍、手槍等，但當拉動扳機時，乃藉壓縮空氣
柱釋入槍管，以發射彈藥。
使用瓦斯而不用空氣，與上述同原理操作之槍、來福槍及手槍，亦包括於本項範圍之內。
（5）藉高壓彈簧機構之釋放力量而操作之類似武器。
（6）藉壓縮二氧化碳氣體操作之槍及手槍，遠距離拋射盛裝麻醉劑或藥劑（抗毒血清、疫苗等）之自動注射器，
以襲擊漫遊動物。
（7）含催淚瓦斯之噴霧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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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5-第 93.01 至 93.04 節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9305.10-屬轉輪槍及手槍者
9305.20-第 93.03 節之散彈槍或來福槍用者
-其他
9305.91--第 9301 節之軍用武器
9305.99--其他
本節所屬零件及附件包括：
（1）軍用武器之零件，例如：各類槍砲所用之襯管（槍、砲管用），後座機構及閂體；轉塔、砲架、三腳架及
用於火砲、機關槍、衝鋒槍等之其他特殊裝置，不論其是否屬瞄準及進彈機構。
（2）軍用輕兵器，運動及打靶用槍等，轉輪機與手槍所使用之金屬鑄件、模壓件及鍛件，例如：槍管、槍閂、
閉鎖裝置、扳機保險、滾筒、槓桿、擊錘、預發裝置、扳機、扣機、拉彈鉤、退殼梃、槍身（屬手槍）、
滑板、槍托板、安全掣子、槍筒（左輪槍用）、前後瞄準具，彈匣。
（3）用於槍托、瞄準具、槍（砲）管或閂體之護蓋及護套。
（4）莫利氏（Morris）管等（插入較大口徑砲及來福槍作近射程訓練用之小膛砲（槍）管）。
（5）用於槍、來福槍或卡賓槍之槍托柄及其他木質部分，與用於左輪槍及手槍之槍托及板（木質、金屬、硬橡
膠等製）。
（6）用於槍、來福槍或卡賓槍之弔索、帶、架槍用具與槍托轉環（活節）及轉環（活節）帶。
（7）消聲器（聲音節制器）。
（8）運動或打靶用槍之活動後座力吸收器。
本節不包括：
（a）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一般用之卑金屬零件（例如：螺釘、鉚釘及彈簧（第十五類），及塑膠製之類似品（第
三十九章）。
（b）槍袋（第 42.02 節）。
（c）航空用槍砲攝影機（第 90.07 節）。
（d）武器用望遠鏡瞄準器及類似瞄準器（第 90.13 節）。
（e）特別包括於其他各節所列之附件，如武器用通條，清潔棒及其他清潔工具（第 82.05、96.03 節等）。

93.06-炸彈、手（槍）榴彈、魚雷、地雷、飛彈與類似軍需品及其零件；槍彈、其他彈藥與彈
頭及其零件，包括彈丸及彈殼內充填物。
-散彈槍子彈及其零件；空氣槍彈丸：
9306.21--槍彈
9306.29--其他
9306.30-其他槍彈及其零件
9306.90-其他
本節包括：
（A）彈藥，例如：
（1）砲彈（炸彈、榴彈、穿甲彈、照明彈、閃光彈、曳光彈、燒夷彈、煙幕彈等），與用於加農砲及臼砲
之其他各式彈藥。
（2）各式槍彈：空包彈（包括鉚接工具用或起動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用之空包彈），裝彈丸彈、曳光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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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夷彈、穿甲彈、運動用槍之子彈或球狀散彈等。
（3）用於空氣、瓦斯或彈簧槍、卡賓槍或手槍之無定形彈、彈丸（空心、球形、腰形等）、及飛鑣。第 95.03
節所列用於玩具之此類產品除外。
（B）負載到達極點後返回地面，其終速不超過 7000 米／秒之彈道飛彈。
（C）發射後本身具有推進力之軍用品，例如：魚雷、夠行炸彈（類似航空器之飛彈），導向空中飛彈及火箭彈。
（D）其他軍用品，例如：地雷及水雷，深水彈，手（槍）榴彈，空中炸彈。
（E）捕魚槍用之魚叉，不論其是否具爆炸性頭部。
（F）彈藥零件及軍用品，例如：
（1）手（槍）榴彈、地雷、炸彈、砲彈及魚雷之本體。
（2）藥筒及其他槍彈零件，例如：銅底殼（黃銅），內火帽及內底火與襯層（金屬或紙板所製者）及充填
物（氈、紙或軟木等所製者）。
（3）製成彈藥之彈頭及鉛丸。
（4）用於砲彈、魚雷等之引信（頂部及底部引爆），不論其為定時，擊發或近發（電力操作）者皆屬之；
引信零件，含護帽。
（5）特定軍品之機械零件，如用於魚雷之特殊螺旋槳及迴轉儀。
（6）魚雷用彈頭及浮力室。
（7）手（槍）榴彈用之擊器，安全梢、槓桿及其他零件。
（8）炸彈用安定翼。
本節不包括：
（a）發射藥及製成炸藥，即使已製成可供裝入彈藥中之形狀（第 36.01 及 36.02 節），安全引信、導爆索、擊發
式或引炸式底火，著火器及電雷管，包括砲彈底火（第 36.03 節）。
（b）信號火炬及落雨火箭（第 36.04 節）。
（c）滅火彈，及滅火器裝填藥（第 38.13 節）。
（d）第 84.11 或 84.12 節所屬用於火箭、魚雷及類似飛彈之發動機。
（e）第 85.26 節之無線電或雷達器具（見本章章註 2）。
（f）用於軍品或軍品零件（例如：用於引信）之鐘、錶設備（第 91.08 至 91.10 及 91.14 節）。

93.07-劍、短厚彎刀、刺刀、矛與類似武器及其零件與鞘。
本節武器包括如劍（含劍杖）、短厚彎刀、刺刀、矛（騎戰用）、矛（步戰用）、刺桿、戟、突擊彎刀、匕
首、小劍與短劍。此等武器之刀刃通常由高品質鋼料構成，有時配有精製之盾及護手，亦屬本節範圍。
即使僅用於典禮或裝飾，或娛樂性質之武器，仍屬本節範圍。
多數此類武器有固定刀刃，但有些短劍及匕首，常具藏於手柄內之活動刀刃，其刀刃之打開或鎖住可藉手動
或彈簧機構操作之。
本節亦包括零件，例如，用於劍、刺刀、短劍等之劍刃（包括其毛胚，即使僅經鍛製者亦在內）、劍（刀）
柄、護手及手柄、鞘及護套等。
本節不包括：
（a）用以攜持劍、刺刀等之腰帶及類似配備，其材質有皮革（第 42.03 節）或紡織品者（第 62.17 節）；劍結（通
常列第 42.05 或 63.07 節）。
（b）狩獵、野營及其他專製刀具（第 82.11 節），或其護鞘（通常列為第 42.02 節）。
（c）貴金屬之鞘及護套，或其金屬護面由貴金屬製之者（第 71.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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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擊劍用鈍頭劍（第 95.0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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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
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章註：
1.─本章不包括：
（a）屬於第三十九、四十或六十三章充氣或充水之床褥、枕頭或軟墊；
（b）屬於第 70.09 節之玻璃鏡，依其設計係放置於地板上或地上者〔例如，穿衣鏡（旋轉鏡）〕；
（c）屬於第七十一章之物品；
（d）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或屬於第 83.03
節之保險櫃；
（e）經特殊設計作為第 84.18 節冷藏或冷凍設備零件之家具；供縫紉機用而特殊設計之家具（第 84.52 節）；
（f）屬於第八十五章之燈具及照明裝置；
（g）經特殊設計之專用家具作為第 85.18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18 節）、第 85.19 或 85.21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22 節），或第 85.25 至 85.28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29 節）；
（h）屬於第 87.14 節之物品；
（ij）屬於第 90.18 節之牙科治療椅附有牙科用具或牙科用痰盂（第 90.18 節）；
（k）屬於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及鐘殼）；
（l）玩具性家具或玩具性燈具或照明裝置（第 95.03 節），撞球檯或經特殊製作供遊戲用（第 95.04 節）之
其他家具，魔術用家具或裝飾物品（電動花冠除外）如中國燈籠（第 95.05 節）；或
（m）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品(第 96.20 節)。
2.─第 94.01 至 94.03 節所指之物品（零件除外）僅係設計供放置地板或地上者，始歸入該節號列。
惟下列物品即使經設計用於懸掛或固定在牆上或相互重疊者，仍應歸入上述號別。
（a）碗櫥、書櫃、其他架式家具（包括以支撐物固定於牆上之單層架）及組合家具；
（b）座物及床
3.─（A）第 94.01 至 94.03 節內有關貨品之零件，不包括由玻璃（包括鏡子），大理石或其他石料以及第六十八
章或六十九章所列任何其他材料所製的片或板（不論是否裁切成形，但未與其他零件組裝者）在內。
（B）第 94.04 節所列貨品分別申報者，不得以零件列入第 94.01、94.02 或 94.03 節。
4.─第 94.06 節所稱「組合式建築物」，係指在工廠完成或裝配成元件，一同申報，供在現場安裝之建築物，例如：
住屋、工寮、辦公室、學校、商店、棚屋、汽車間或類似之建築物。

總

則

本章包括下列各項，但在本章註內所列不包括之物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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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家具及其零件（第 9401 至 94.03 節）。
（2）褥支持物、褥及其他寢具或類似家具，裝有彈簧或內部以任何材料填塞或裝有泡沬橡膠或塑膠者，不論有
無外罩均在內（第 94.04 節）。
（3）其他章未列名之燈具、照明裝置及其零件，無論以任何材料製成均在內（但不包括第七十一章章註 1 所述
之材料）；其他章未列名之照明標誌、照明名牌、裝有永久固定光源之類似品及其零件（第 94.05 節）。
（4）組合式建築物（第 94.06 節）。
本章所謂「家具」其意義如下：
（A）任何可移動之物品（本分類其他節未列名者），凡具有主要特性係放置於地板上或地上，且其具有實用價
值用以裝璜私人寓所、旅社、戲院、劇場、辦公室、教堂、學校、咖啡店、餐廳、實驗室、醫院、牙科手
術室等，或船舶、飛機、鐵路車廂、汽車、拖車車廂或類似運輸工具（但應注意，本章所稱之「可移動」
家具，即使係設計固定於地板上如船上之椅子亦包括在內）。在花園、廣場及散步道所使用之類似貨品（座
物、椅子等）也包括在此類家具之範圍內。
（B）以下各項：
（i）碗櫥、書櫃、其他架式家具（包括以支撐物固定於牆上之單層架）及組合家具，係設計用於懸掛、固
定在牆上或相互重疊或併置，供儲存各種物品（書籍、陶瓷器、廚具、玻璃器皿、衣物、藥品、衛生
用品、收音機或電視機、裝飾品等）以及單獨進口之組合家具元件。
（ii）設計用來懸掛或固定在牆上之座物或床。
除上述（B）所提及之貨品「家具」一詞不適用於雖作家具之用，但係專為放置在其他家具或擱架之上，或
懸掛在牆或天花板上所設計之貨品。
因此本章不包括其他固定在牆上之物品，例如，衣帽架或類似品、鑰匙架、衣刷掛鉤、書報架及散熱器簾等。
相似地，本章亦不包括不是為固定在地板上所設計下列型式之貨品，例如，精細木工製品及木製小型物品（第 44.20
節）。塑膠或卑金屬製之辦公室設備（例如，檔案箱及文件箱）（第 39.26 或 83.04 節）。
然而嵌裝式設備或設計用為嵌裝式設備（例如，碗碟櫃、散熱器簾等）與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同時申報
且為其必要零件時，則仍然分類在此節中。
第 94.01 至 94.03 節包括任何材料（木材、柳、竹材、藤、塑膠、卑金屬、玻璃、皮革、石材及陶瓷等）製之
家具物品。此等家具不論是否充填或有無外罩，不論有無表面加工、彫刻、鑲嵌、裝飾、塗裝、以鏡子或其他玻
璃物品裝配、裝有腳輪等，均歸屬此些節內。
然而，應注意者，如果家具含有非屬微小成分之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配件（例如：圖案、帶、套圈等），
則不括在內（第七十一章）。
家具物品在申報時已拆卸或尚未組合者，如果其全數零件同時申報，則均視同已組合之家具貨品處理。此規
定也適用於不論是否以玻璃、大理石或其他材料之片或附件組成的家具（例如具有玻璃桌面之木桌、具有鏡子之
衣櫃、具有大理石台面之餐具架）。

零件
本章僅包括第 94.01 至 94.03 及 94.05 節貨品之零件，無論該零件有無加工均在內，且可由其形狀或其他特徵
可確認係專門或主要設計供上述各節貨品用之零件，這些零件如果未更明確地包括在其他節內，則屬本章之範圍。
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之零件，如果分開申報時，則應個別歸類在其適當之節別中。
除了下列註解所提及者不屬本章之外，本章亦不包括：
（a）第 44.09 節之圓緣飾及飾條。
（b）被覆塑膠或其他材料之已製溝槽條狀粒片板，預計經裁切後再摺疊成“Ｕ”形之家具零件（例如抽屜隔板）
（第 44.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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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玻璃板（包括玻璃鏡）、大理石板或其他石板、或第六十八或六十九章之任何其他材料製之板，無論是否切
割成形。但如與其他零件結合，且可確認是家具之零件者則不在此限（例如衣櫃之鏡門）。
（d）彈簧、鎖及其他第十五類類註 2 所定義之卑金屬製一般用零件（第十五類），及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
章）。
（e）玩具家具、玩具燈具或照明裝置（第 95.03 節）。
（f）珍藏品及古董（第九十七章）。

94.01-座物（第 94.02 節所列者除外），不論是否可轉換成床者，及其零件（＋）。
9401.10-飛機用之座物
9401.20-機動車輛用之座物
9401.30-高度可調整之旋轉座物
9401.40-可轉換成床之座物，露營設備之花園座物除外
-藤、柳、竹或類似材料製座物：
9401.52 -- 竹製者
9401.53 -- 藤製者
9401.59--其他
-以木材為構架之其他座物：
9401.61--經套襯者
9401.69--其他
-以金屬為構架之其他座物：
9401.71--經套襯者
9401.79--其他
9401.80-其他座物
9401.90-零件
除了下述貨品之外，本節包括了所有座物（機動車輛上的座物，其能滿足本章章註 2 之規定，則亦包括在內），
例如：休閒長椅、扶手椅、摺疊椅、甲板椅及為懸掛在其他座物之背後而設計之嬰兒用高腳椅或兒童座物（包括
機動車輛上之座物）、祖父椅、板凳、榻凳（包括具有電熱器者）靠背長椅、沙發、套襯擱腳或類似品、凳（例
如鋼琴凳、製圓員凳、打字員凳及雙重目的之凳台）、裝有聲音系統和適用於視頻遊戲控制器和機器、電視或衛
星接收機、DVD、音樂 CD、MP3 或卡式放影機的座物。
扶手椅、榻凳、靠背長椅等即使可以轉換成床，仍應歸入本節。
本節之座物可與互補性非座物組件結合，例如，玩具組件，振動功能、音樂或聲音播放器，以及照明功能。
但本節不包括：
（a）樓梯（通常歸入第 44.21 及 73.26 節）。
（b）座凳式手杖（第 66.02 節）。
（c）第 87.14 節之貨品（例如，車座）。
（d）反射試驗用可調節速度之旋轉椅（第 90.19 節）。
（e）第 94.02 節之椅及座物。
（f）設計供腳休息之凳子及腳凳(不論是否可搖)，嬰兒學步車，以及具有座物附加功能之衣箱及類似品(第 94.03
節)。

零件
本節亦包括座物及椅之可確認零件，諸如椅背、扶手（不論是否以稻草或藤等套襯、充填或裝有彈簧）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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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襯座物用之組合彈簧。
單獨進口之軟墊及褥，裝有彈簧或填充或內部以任何材料裝配或裝有發泡橡膠或塑膠，不論有無外罩，甚至
可清晰辨別出是套襯座物（例如靠背長椅、榻凳、沙發）之零件，均不包括在本節之內（第 94.04 節）。但這些
貨品與座物之其他零件結合者，或與組成座物之部分配件同時申報時，則仍歸入本節。
。
。。

目註解：
第 9401.61 及 9401.71 目
「經套襯座物」係指座具具有一層柔軟層，例如填棉、麻屑、動物毛髮、發泡塑膠或橡膠等構成座物之一部
分（不論是否固定），並且同時以一層材料作為外罩，例如羊毛紡織品、皮革或塑膠皮等。當套襯座物不具有外
罩，或僅具一層薄的白色紡織品外罩，而需另外包覆其他外罩（通常稱為「以薄細洋布包襯之座物」）；或座物
具有可分離之坐墊或背墊，但必須具備該墊始能使用者，且該座物具有螺旋狀彈簧（套襯用），均歸屬於「經套
襯之座物」。相對的，僅具有橫向張力之彈簧，即使設計安裝至金屬鋼絲網框上或綳緊紡織布帶之座物是不能歸
入經套襯之座物。類似地，如果直接以紡織品、皮革或塑膠皮直接罩在座物上，而不具有中央套襯物質如彈簧等，
或僅以紡織品包覆一層薄薄之發泡塑膠層，均不能視為經套襯之座物。

第 9401.80 目
本目亦包括適用於機動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之嬰幼兒安全座椅，其與車輛座椅間之移除和聯結，係利用座 椅
帶和栓緊帶為之。

94.02-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家具（例如:手術檯、檢查檯、有機械裝置之醫院用床、牙科
治療椅）；有旋轉及傾斜、升降裝置之理髮用椅之類似之椅；上述物品之零件。
9402.10-牙科用、理髮用或類似用椅及其零件
9402.90-其他
（A）內科用、外科用、牙科用或獸醫用家具
本組包括：
（1）一般或特殊用手術檯，係經設計可予以調整、斜躺、旋轉或昇高，以便病患躺在其上進行各種不同手術。
（2）為複雜手術而設計之整形外科手術檯（例如腎部、肩膀、脊柱等）。
（3）動物用之活體解剖檯或類似檯，通常具有束縛裝置。
（4）臨床檢查、內科處理，按摩等用之桌檯、檯床及類似品，以及產科、婦科、泌尿科、膀胱鏡檢查等檢查或
手術用者，或耳鼻喉科、眼科等治療處理之床及座物。
但本節不包括特別在Χ光工作室所需之桌或座物（第 90.22 節）。
（5）醫生及外科醫生所專用之座物。
（6）分娩床（有時稱為生產床），通常包括一個較低且具有水盆的部分，而比較低部分可收入較高部分之下方。
（7）具有機械裝置之病床，可不致震動地檯起傷患或病人，或不移動病人而給予護理上的照顧。
（8）具有絞鏈式床墊架之病床，特別為肺結核或其他疾病治療處理所設計之床。
（9）床與骨折用來板、脫臼固定器械或類似裝置結合者。
然而當上述器材或裝置係為單純目的而設計，而非固定在床上時，則器材或裝置歸入第 90.21 節，而不
具此項機能的床則歸入第 94.0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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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醫院、診所等內部供移動病人用之擔架和裝有觸輪之床架。但在街道上運載殘者之車輛除外（第八十七
章）。
（11）小型桌、碗碟櫃桌或類似品，不論是否裝有腳輪均包括在內（手推車），特別為運送或儲放器材或繃帶、
內科或外科補給麻醉等器材而設計者；器材消毒手推車；特殊消毒洗盆，自開式無菌包紮盒（通常具有腳
輪）、污損繃帶用之廢物箱（無論是否具有腳輪）、特殊器材或繃帶之櫥或櫃。
（12）牙科用椅（包括麻醉用椅床）不屬第 90.18 節之牙科裝備，其具有昇降及傾斜之機能（通常可伸縮自如），
且有時可以一固定中軸旋轉，不論是否具有固定之照明設備均包含在內。
牙科用痰盂及漱口設施，無論是固定在基座上或直立式，及與第 90.18 節牙科裝備結合之牙科用椅，均
不屬本節（第 90.18 節）。
應注意者，本組僅限於特別為內科、外科、牙科或獸醫用所設計之家具；供一般用不具此類特性之家
具則不包括在內。

（B）理髮用椅及類似椅，具有旋轉、傾斜及升降之機能者
此類包括理髮用椅及類似椅，具有旋轉、傾斜及升降之機能者。
然而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鋼琴長凳、機械式搖椅、旋轉椅等（第 94.01 節）。

（C）零件
倘若可識別為上述貨品之零件，則該零件歸屬本節。
這些零件包括：
（1）特別為在手術檯上固定病人所設計之一些零件（例如，肩膀、腿之固定或支撐裝置，頭部固定休息裝置，
手臂或胸部之支撐裝置或類似物）。
（2）牙科用椅之可確辨認之零件（例如，頭部休息裝置，背部、腿部、手臂、肘支撐裝置等）。

94.03-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9403.10-辦公室用金屬製家具
9403.20-其他金屬製家具
9403.30-辦公室用木製家具
9403.40-廚房用木製家具
9403.50-寢室用木製家具
9403.60-其他木製家具
9403.70-塑膠製家具
-其他材料製家具,包括藤、柳、竹或類似材料製者：
9403.82--竹製者
9403.83--藤製者
9403.89--其他
9403.90-零件
本節包括不歸入上述各節之家具及其零件，不僅包括通用家具（例如，碗櫃、陳列櫃、桌、電話架、書桌、
辦公桌、書櫃及其他架式家具（包括以支撐物固定於牆上之單層架）等），也包括有特殊用途之家具。
本節包括之家具適用場所如下：
（1）私人住宅及旅館等，例如：櫥、被服櫃、食物櫃、雜物櫃；屜櫃、高腳屜櫃；台架、花架；化粧檯；單腳
桌；衣櫥、熨衣架；大廳台架、雨傘架；餐具櫃、烹調檯、碗碟櫃；食物紗櫥；角几；床（包括衣櫃床、
行軍床、摺疊床、吊床等）；刺繡桌；為足部休息而設計之凳及擱腳凳（無論是否為搖動式）、防火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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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風；單腳煙缸架；樂譜文件櫥、樂譜架或桌；遊戲圍欄；侍膳推車（不論有無加熱板）。
（2）辦公室，例如：衣櫃、檔案櫃、櫃案推車、索引卡櫃等。
（3）學校，例如：學校課桌、講桌、黑板架等。
（4）教堂，例如：供壇、告解箱、講道壇、教會長椅、誦經台等。
（5）商店、百貨公司、工廠等，例如：櫃台、衣架、棚架、有間隔或抽屜之碗碟櫃、工具櫃、印刷工作用特殊
家具（具有抽屜或箱）。
（6）實驗室或技術室，例如：顯微鏡檯、實驗工作檯（不論是否裝有玻璃櫃、氣體噴嘴及給水配件）、排煙設
備、無配件之繪圖用桌。
本節不包括：
（a）旅行用櫃、皮箱及類似品，不具家具之特性者（第 42.02 節）。
（b）樓梯及踏板、支架、木匠工作檯及類似不具家具之特性者，此些貨品係依據其組成材料分類（第 44.21、73.26
節等）。
（c）嵌在牆內之碗碟櫃之組件（例如構架、門及擱板）等（如屬木製則歸入第 44.18 節）。
（d）紙屑簍（如屬塑膠製則歸入第 39.26 節；如係編織則歸入第 46.02 節；如係卑金屬製則歸入第 73.26、74.19
等節）。
（e）吊床（通常屬第 56.08 或 63.06 節）。
（f）立地式鏡子，例如鞋店或裁縫師之穿衣鏡或旋轉鏡（第 70.09 節）。
（g）裝甲或加強保險櫃（第 83.03 節），但特別為防火、防衝擊、防重壓而設計之容器，但不能提供對鑽孔或切
割等企圖破壞之外力扺抗者，則仍歸屬本節。
（h）電冰箱、冰淇淋製造機等（即一般箱櫃雖具有家具之特性，但裝備有冷凍設備或裝備或冷凍設備及蒸發設
備或已設計可加裝上述設備）（第 84.18 節）（參見本章章註 1（e））。
（ij）特別為支撐縫紉機而設計之家具，包括該家具之護蓋、抽屜、延伸桌或其他零件，不論上述貨品在縫紉機
不使用時是否具有附屬功用（第 84.52 節）。
（k）經特殊設計之專用家具作為第 85.18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18 節）、第 85.19 或 85.21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22
節），或第 85.25 至 85.28 節器具之零件（第 85.29 節）。
（l）附有裝置如伸縮繪圖器之製圖桌（第 90.17 節）。
（m）牙科用痰孟（第 90.18 節）。
（n）床墊架（第 94.04 節）。
（o）落地燈、其他燈及照明裝置（第 94.05 節）。
（p）撞球檯或其他特別為遊戲而設計之家具（第 95.04 節）、魔術用桌（第 9.05 節）。

94.04-褥支持物；寢具及類似家具（例如：褥、被褥、鴨絨墊、軟墊、毛髮座墊及枕頭），裝
有彈簧或填充物或內部以任何材料裝配或裝有泡沬橡膠或塑膠者，不論有無外罩者均在
內。
9404.10-褥支持物
-褥：
9404.21--泡沬橡膠或塑膠者，不論有無外罩者
9404.29--其他材料製
9404.30-睡袋
9404.90-其他
本節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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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床墊架，即指床之彈性部分，通常包括木製或金屬製構架，裝置有彈簧或鋼線網（彈簧或鋼線支撐）或木
製構架，內部具有彈簧及填充物，再以紡織物作為外罩（褥底）。
但本節不包括以螺旋狀彈簧組合，而用於椅及其他座物者（第 94.01 節）及尚未安裝之鐵線或鋼線織網
（第 73.14 節）。
（B）寢具及其類似家具，裝有彈簧或填充物或內部以任何材料（棉花、羊毛、馬鬃、絨毛、人造纖維等）裝配
或裝有泡沬橡膠或塑膠者（不論是否有紡織物或塑膠外罩）。例如：
（1）褥，包括具有金屬框架之褥。
（2）被褥及床罩（包括床單及嬰兒床用被褥）、鴨絨被及絨毛被（不論以絨毛或其他充填）、褥之保謢層
（一種放置在褥與褥支持物間之薄墊）、墊被、枕頭、軟墊、毛髮座墊等。
（3）睡袋。
上述物品無論是否具有電熱設備組合元件，均仍歸屬本節內。
本節不包括：
（a）充水之床褥（通常歸入第 39.26 或 40.16 節）。
（b）充氣之床褥或枕頭（第 39.26 或 40.16 或 63.06 節）或充氣軟墊（第 39.26、40.14、40.16、63.06 或 63.07 節）。
（c）座墊之皮套（第 42.05 節）。
（d）毛毯（第 63.01 節）。
（e）枕頭套、鴨絨被或絨毛被之外套（第 63.02 節）。
（f）軟墊套（第 63.04 節）。
如果軟墊或褥具有座物零件之特性，請參考第 94.01 節之註解。

94.05-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裝置，包括探照燈、聚光燈及其零件；未列名之照明標誌、照明名
牌及類似品之裝有一永久固定光源者及其零件。
9405.10-枝形吊燈及其他天花板或牆壁之電氣照明裝置，不包括公共露天場所或街道照明
用者
9405.20-檯、桌、床邊或落地之電氣燈具
9405.30-耶誕樹用燈串
9405.40-其他電氣燈具及照明裝置
9405.50-非用電之燈具及照明裝置
9405.60-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物品
-零件：
9405.91--玻璃製
9405.92--塑膠製
9405.99--其他
Ⅰ. 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裝置
本組燈具及照明裝置可由任何材料組成（但第七十一章章註 1 所述之材料除外）及使用任何光源（蠟燭、油、
汽油、石臘或煤油、天然氣、乙炔、電能等）。本節之電氣燈具及照明裝置可裝有燈架、開關、花線及插頭、變
壓器等，如果係螢光燈構造則可附有起動裝置或安定器。
本節特別包括：
（1）正常室內照明用之燈具及配件：例如吊燈、球形燈、天花板燈、枝形吊燈、壁燈、標準燈、檯燈、床邊燈、
桌橙、夜燈、防水燈。
（2）室外照明用之燈具：例如路燈、門燈、公共建築物照明燈、紀念碑燈、公園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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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殊燈具：例如暗房燈、機械用燈（單獨進口）攝影室燈、檢查燈（與第 85.12 節者不相同）、飛機場不閃
爍之航空信號燈、商店櫥窗燈、電動花環（包括為裝飾嘉年華會、宴會或聖誕樹而與裝飾燈結合者）。
（4）第八十六章機動車輛、航空器、船及艇上照明用之照明燈具及裝置：例如鐵道車輛之頭燈、鐵道手提信號
燈、航空器之頭燈、船或艇之提燈。但密封式聚光燈則應歸入第 85.39 節。
（5）可攜帶之燈具（第 85.13 節者除外）：例如防風燈、馬棚燈、手提燈、礦坑燈、採石工燈。
（6）例如彈鋼琴所使用之大燭台、燭台、燭架等。
本組亦包括探照燈及聚光燈，此些係用反射器以透鏡或僅利用反射器將光束集合，經過一段距離後，投射在
一個指定點或一個平面上。而反射器通常是銀鏡、拋光或鍍銀或鍍鉻之金屬，而透鏡通常是平凸鏡或同心圓鏡（傅
氏鏡）。
探照燈可用在防空作戰上，聚光燈可用在舞台及攝影室中。

Ⅱ. 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
本組包括廣告燈、標誌、照明名牌（包括道路標誌）及類似貨品，例如廣告板及地址板，如果具有永久固定
光源，則可以任何材料製成。
*
**

零件
本節也包括燈具、照明裝置、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之可確認零件，未更明確歸屬其他章節者，例如：
（1）吊燈之懸掛組合元件（剛性及鏈狀均包括在內）。
（2）球儀圖之支持物。
（3）手燈之底座、手柄之盒子。
（4）燈之燃燒器、燈罩支持物。
（5）燈之構架。
（6）反射器。
（7）燈之玻璃及燈罩（瓶頸式等）。
（8）礦坑安全燈之厚玻璃小圓筒罩。
（9）散射器（包括雪花石膏散射器）。
（10）球形、杯形、罩狀（包括供製造燈罩用之鋼絲骨架）、圓球狀及類似之燈罩。
（11）枝形吊燈裝飾物，諸如串珠、梨形垂片、花形片、垂飾、小板片及類似品，可由此類貨品之尺寸或其固定
或扣接裝置予以確認者。
本節之非用電貨品零件與其他電氣配件結合後，仍歸本節，但分別申報之電氣配件則不歸入本節（例如：開
關、燈架、花線、插頭、變壓器、起動器、安定器）（第八十五章）。
本節亦不包括：
（a）蠟燭（第 34.06 節）。
（b）樹脂火炬（第 36.06 節）。
（c）無照明設施或無永久固定照明設施之標誌、名牌及類似品（第 39.26 節、第七十章、第 83.10 節等）。
（d）具有內在照明配件之印刷球儀圖（第 49.05 節）。
（e）由紡織編繩或編織材料製成之燈芯（第 59.08 節）。
（f）玻璃珠及由玻璃珠串成之玻璃裝飾品(例如，穗狀物)，用於枝形吊燈之配件（第 70.18 節）。
（g）機車及機動車輛用之電器照明及標誌器材（第 85.12 節）。
─ 1520 ─

Ch.94
（h）鎢絲燈、放電燈（例如，各種形式之燈管，包括渦形、字母形、圖形、星形等）及電弧燈（第 85.39 節）。
（ij）攝影閃光燈裝置（包括電子點火攝影閃光泡）（第 90.06 節）。
（k）光學光束標誌裝置（第 90.13 節）。
（l）醫學診斷用、探測用、放射用等之燈具（第 90.18 節）。
（m）裝飾用燈具，例如中國燈蘢（第 95.05 節）。

94.06-組合式建築物（＋）。
9406.10-木製者
9406.90-其他
本節包括組合式建築物，亦稱作「工業化建築物」，可泛用各種材料製成。
這些建築物可廣泛設計用於各種用途，諸如住宅、工作場所、辦公室、學校、商店、倉庫、車庫及溫室。通
常是以下列形式進口：
─完全組合完畢之完整建築物，可隨時使用。
─尚未組合之完整建築物。
─不完整之建築物，不論是否已組合，但需具有組合式建築物之基本特性等。
當尚未組合之建築物申報時，必要的元件可以部分組合後再申報（例如牆壁、桁架）或切成固定尺度（尤其
是樑、托樑）或有些時候為方便於當場切割可申報不確定或隨意的長度（門檻絕緣板材等）。
本節之建築物可附有裝備或不附裝備，但通常只有嵌入式裝備才可與此建築物分在同一節。這些裝備包括電
氣配件（接線、插座、開關、斷路器、鈴等）、暖器或空氣調節設備（鍋爐、散熱器、空氣調節機等）、衛生設
備（澡盆、蓮蓬頭、熱水器等）、廚房設備（洗物槽、煙囪罩、炊具等）以及嵌入性或被設計用來嵌入之家具（例
如盃碗櫃等）。
用來外罩或組合及組合式建築物之材料（如釘子、黏著劑、石膏、灰泥、電線及電纜、管線、塗料、壁紙、
地毯），如適量地與建築物一同申報時，可將其歸入本節。
建築物與設備之零件分別申報時，無論是否可辨認該零件係屬此類建築物，均不可歸入本節，而須個別歸入
其適當之節。

目註解：
第 9406.10 目
本目所稱”木製者”係指木製結構之組合式建築物，外牆、地板(如果含有地板)及其他特有結構部分主要由
木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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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章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蠟燭（第 34.06 節）；
（b）屬於第 36.04 節之煙火或其他煙火品；
（c）屬於第三十九章、第 42.06 節或第十一類之紗、單絲、繩或腸線及類似品，業經剪切成段供釣魚之用，
但未製成釣魚線者；
（d）第 42.02、43.03 或 43.04 節之運動用具袋或其他容器；
（e）屬於第 61 或 62 章之紡織纖維製花式服裝；屬於第 61 或 62 章之紡織纖維製運動服裝及服裝之特殊物品，
不論是否附帶含有保護組件，如肘、膝或腹股溝區的襯墊或填充物(例如劍術服或足球守門員球衣)；
（f）屬於第六十三章之紡織纖維製旗或旗布，或船、帆板或車用之帆；
（g）屬於第六十四章之運動鞋靴（裝冰刀或滾輪之溜冰鞋除外），或屬於第六十五章之運動用帽；
（h）手扙、鞭、馬鞭或類似品（第 66.02 節），或其零件（第 66.03 節）；
（ij）屬於第 70.18 節之玩偶或其他玩具用玻璃眼珠（未嵌裝玻璃眼珠）；
（k）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之一般用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及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l）屬於第 83.06 節之鈴、鑼或類似品；
（m）液體泵（第 84.13 節），液體或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第 84.21 節），電動機（85.01 節），變壓器（第
85.04 節），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供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不論是
否已錄製（第 85.23 節），無線電遙控器具（第 85.26 節）或無線紅外線遙控裝置（第 85.43 節）；
（n）屬於第十七類之運動用車輛（連撬、平底雪撬及類似品除外）；
（o）兒童用腳踏車（第 87.12 節）；
（p）運動用船隻，如獨木舟、輕舟（第八十九章）或其推進器具（該項物品之木製者歸第四十四章）；
（q）供運動或室外遊戲用之眼鏡、眼罩及類似品（第 90.04 節）；
（r）媒誘音響器及哨子（第 92.08 節）；
（s）第九十三章之武器及其他物品；
（t）各種電動花環（第 94.05 節）。
（u）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第 96.20 節)；
（v）球拍線、帳篷或其他露營用品，或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通常按其組成材料分類）；或
（w）餐具、廚房用具、盥洗用具、地毯及其他紡織覆地物、衣著、床單、桌巾、盥洗用巾、廚房用巾和其他
具有實用功能之類似用具（按照其構成材質分類）。
2. ─本章包括之物品，其所含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
屬僅構成微小部分，或僅由微小部分之貴金屬鑲嵌者。
3.─除應依上列章註 1 規定外，專門或主要適合本章內物品使用之零件及附件，均依各該物品分類。
4.-除應依章註一規定外，第 9503 節適用範圍，特別排除，本節貨品併合有單項或多項其他貨品，依解釋準則三（乙）
規定不能視為成套者以及其單獨進口時，均應歸入其他節。除非這些物品合裝在一起供零售用，且具有玩具
之主要特性者方得歸入。
5. ─第 9503 節不包括由其設計、形狀或構成材料，可以確認僅限供動物使用者。例如，寵物玩具（歸入其適當
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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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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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
1、第9504.50目包括：
（a）影像遊戲機可外接電視接收器、監視器或其他螢幕；或
（b）影像遊戲機本身具有獨立螢幕，無論是否為可攜帶式。
本目不包括影像遊戲機其以硬幣、鈔票、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者（第 9504.30 目）。

總

則

本章包括設計供兒童或成人娛樂用之各類玩具。其中也包括室內及室外遊戲設備，運動、體操或體育用品及
器具，釣魚、狩獵或射擊，以及迴轉及其他賽會場娛樂用之若干用品。
本章各節也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章物品之可確認零件及附件，但以非屬本章章註 1 所列排除者為限。
本章之物品，一般而言，可用任何材料製作，但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
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除外。惟可含有這些材料製造之微小部分。
除各節註解規定不包括者外，本章亦不包括：
（a）煙火及其他第 36.04 節所屬之煙火製品。
（b）橡膠輪胎及其他第 40.11、40.12 或 40.03 節所屬之物品。
（c）帳蓬及露營用品（通常列於第 63.06 節）。
（d）液體泵（第 84.13 節），液體或氣體過濾或淨化機具（第 84.21 節），電動機（85.01 節），變壓器（第 85.04
節），碟片、磁帶、固態非揮發性儲存裝置、智慧卡及其他供錄音或錄製其他現象之媒體，不論是否已錄
製（第 85.23 節），無線電遙控器具（第 85.26 節）或無線紅外線遙控裝置（第 85.43 節）；
（e）武器及其他第九十三章所屬之物品。

[95.01]

[95.02]

95.03 -三輪腳踏車，踏板車，腳踏汽車及類似有輪玩具；玩偶車；玩偶；其他玩具；縮減尺寸
（比例）之模型及類似遊戲用模型，無論可否活動；各種測驗智力之玩具。”
本節包括：
（A）有輪玩具。
此等物品通常係設計其推動，係利用腳踏、手操縱桿或其他簡單裝置，諸如力量經由鍊條或連桿傳送
至車輪，或在某種踏板車，則係靠人之腳直接壓踩地面。其他有輪騎乘玩具，可能係由他人簡易之推拉或
由馬達來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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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玩具包括：
（1）兒童用三輪腳踏車及類似品，但第 87.12 節的腳踏車除外。
（2）設計供小孩亦可供年輕人及成年人乘騎之二輪或三輪踏板車，具有可調整或不可調整之轉向柱及小型
實心或可充氣車輪。它們有時裝有腳踏車型態之把手以及手剎車或腳剎車於後輪。
（3）腳踏或手搖動物造形帶輪玩具。
（4）腳踏汽車，通常為迷你跑車、吉普車、貨車等造形。
（5）手動搖推動的帶輪玩具。
（6）靠拉動或推動之其他帶輪玩具（無機械傳動系統者），其大小足可供兒童乘騎者。
（7）馬達動力之兒童玩具車。
（B）玩偶車（例如：推車），包括折疊式者。
本組包括各種玩偶車不論是否為摺疊式，其裝有兩個或更多輪子者，諸如：手推椅、手推玩偶車、推
車等。亦包括供玩偶車用的寢具，這些寢具類似於玩偶床所使用者。
（C）玩偶
本節不僅包括設計為兒童娛樂用玩偶，也包括裝飾用玩偶（例如，閨房玩偶，吉祥玩偶），或供普通
木偶戲及牽線木偶戲用的玩偶或滑稽玩偶。
玩偶通常用橡膠、塑膠、紡織材料、蠟、陶瓷、木材、紙板、硬紙板製成或用多種上述材料混合製成。
此類玩偶可以裝接有肢體、頭或眼部活動機械裝置以及人造發聲裝置等。玩偶亦可穿著衣服。
本節玩偶用之零件及附件包括：頭部、軀體、四肢、眼睛（第 70.18 節未裝配的玻璃眼珠除外）、眼
睛活動機械裝置、發音裝置或其他機械裝置、假髮、玩偶衣服、鞋及帽。
（D）其他玩具
本組包括主要供人們（兒童或成人）娛樂之玩具。然而，某些玩具，根據其設計、形狀或構成材質，
可確認為動物（例如，寵物）專用者，不歸入本節，應歸列其適當之節別。本組包括：
除（A）至（C）以外的所有各種玩具，本組中的玩具大部分是機械或電力操作者。
此類玩具包括：
（1）動物或非人形玩具，即使明顯帶有人的外表特徵（例如，天使、機器人、魔鬼、妖怪），並包括用於
木偶戲中者。
（2）玩具手槍及槍砲。
（3）建築玩具（建築套件，積木等）。
（4）玩具車輛（A 組的玩具車除外）、火車（不論是否電動）、飛機、船舶等及其附件（例如，火車軌道、
號誌）。
（5）設計供小孩騎乘之玩具，未裝有輪子者，例如：搖搖馬。
（6）非電動玩具馬達、玩具蒸氣機等。
（7）玩具氣球及玩具風箏。
（8）錫製玩具兵及類似品、玩具武器。
（9）玩具運動器材，不論是否成套（例如，成套高爾夫球、網球、射箭、撞球用具、棒球棒、板球拍、曲
棍球棒）。
（10）玩具工具及器具；兒童獨輪手推車。
（11）玩具電影放映機，幻燈機等；玩具眼鏡。
（12）玩具樂器（鋼琴、喇叭、鼓、留聲機、口琴、手風琴、木琴、音樂盒等）。
（13）玩偶房屋及家具，包括床上用品。
（14）玩偶茶具、咖啡組；玩具商店及類似品，農場用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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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玩具計算器(算盤)。
（16）玩具縫紉機。
（17）玩具鐘錶。
（18）教育玩具（例如，化學、印刷、縫紉及編織的成套玩具）。
（19）箍環、跳繩、扯鈴軸及棍、陀螺、球（第 95.04 或 95.06 節之球除外）。
（20）主要為圖畫、玩具、模型的書及單頁，供剪裁及拼合用者；也包括含有「站立」或活動人物的書，
玩具為其主要特徵者（參閱第 49.03 節的註解）。
（21）玩具彈珠（例如，各種形狀的條紋玻璃彈珠或供兒童娛樂用並已裝成小包的各種玻璃球）。
（22）玩具錢箱；嬰兒搖鼓、玩具玩偶盒；玩具戲院，不論其是否帶有人物等。
（23）供兒童室內或戶外用之遊戲帳蓬。
上述某些物品（玩具槍、工具、園藝用具、錫製玩具兵等）通常是成套包裝的。
某些玩具（例如，電熨斗，縫紉機，樂器等）可具有極為有限的「實用價值」；但它們一般以其規格
及有限的實用性與真正的縫紉機等物品予以區別
（E）縮小（比例）之模型及類似之遊戲用模型。
本項包括主要用於遊戲目的之模型，例如，船舶、飛機、火車及車輛等的工作模型或縮尺模型，以及
製成這些模型的套裝材料及零件，但屬於第 95.04 節具有競賽遊戲性質的套裝件除外（例如，遙控賽車及其
軌道的套裝件）。
本類也包括與實物大小相同或放大的複製品，只要它們主要供遊戲之用。
（F）各種智力玩具。
。
。。

集合物品其所含物品除其個別進口，應分別列入各該物品所屬之節別外，能明顯可識別用作玩具（例
如，化學，縫紉等成套教學玩具），則應歸入本章。
又如符合以下（a）及（b）條件，根據本章章註四，除應依章註一規定外，本節亦包括本節物品與單獨
進口時屬其他節之單項或多項物品結合者：
（a）組合物合裝在一起供零售用，惟該組合物依據解釋準則三（乙）規定無法視為成套者；及
（b）組合物具有玩具之主要特性者，此類組合物通常包括一項本節之物品與一項或多項較不重要之物品（例
如，小型促銷物品或少量糖果）。
*
**

零件及配件
本節也包括專用或主要用於本節物品之可確認零件及附件，但以非屬本章章註 1 所列排除者為限。此等零件
及附件包括：
（1）音樂盒運轉體，根據其外形、構成材料及簡單設計，無法用於第 92.08 節的音樂盒者。
（2）小型活塞式內燃發動機及其他發動機（第 85.01 節之電動機除外），例如，用於模型飛機及船舶，其特徵
是氣缸容量小、馬力小、重量輕、體積小。
本節也不包括：
（a）兒童用顏料（第 32.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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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兒童娛樂用塑型土（第 34.07 節）。
（c）兒童圖畫書，繪畫簿或著色簿（第 49.03 節）。
（d）轉印紙（第 49.08 節）。
（e）第 83.06 節之鈴（包括供三輪車及其他有輪玩具用鈴）、鑼或其類似品。
（f）音樂盒附有玩偶塑像者（第 92.08 節）。
（g）紙牌類遊戲品（第 95.04 節）。
（h）紙帽、「吹噴」玩具、面具、假鼻及類似品（第 95.05 節）。
（ij）兒童用粉筆及蠟筆（第 96.09 節）。
（k）石板及黑板（第 96.10 節）。
（l）體型及商店櫥窗用活動、生動陳列品（第 96.18 節）。
（m）附有 1 個或多個握把，設計供體能運動用之跳跳球。

95.04-影像遊戲機、遊藝場、桌上或室內遊戲用品，包括彈珠機，撞球檯，娛樂專用桌及保齡
球自動球道設備（＋）
9504.20-各種撞球用品及附件
9504.30-其他遊戲用品，以硬幣、鈔票、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者，保齡球自
動球道設備除外
9504.40-遊戲卡片（包括撲克牌）
9504.50-影像遊戲機，第 9504.30 目者除外
9504.90-其他
本節包括：
（1）各式撞球檯（有腳或無腳者）及其配件（例如撞球桿、撞球桿支架、球、撞球止滑粉、球型或滑型記分器）。
但本節不包括機械式記分器（滾動型及其類似製品）（第 90.29 節），玩球時使用之活動計時器或分額顯示
器（第 91.06 節），以及撞球架（分類第 94.03 節者或依使用材質分類使用者）。
（2）影像遊戲機依本章目註 1 所定義者。
影像遊戲機台和機器的主要特性及功能係以娛樂（玩遊戲）為目的，不論是否符合 84 章章註 5（a）之
自動資料處理器規定者，仍歸入本節。
本節亦包括符合本章章註 3 之影像遊戲機台和機器零件及附件（如外殼、遊戲卡匣、遊戲控制器、操
控盤）。
但本節不包括：
（a）符合 84 章章註（5）（C）條件之選擇性周邊設備（鍵盤、滑鼠、光碟儲存單元等）（第 16 類）。
（b）錄有遊戲軟體且只能用於本節的一種遊戲機之光碟片（第 85.23 節）。
（3）遊樂用之家具式桌檯（例如桌面上備有西洋棋盤者）。
（4）娛樂場或室內遊戲專用桌子（例如用於輪盤賭博或迷你賽馬者）；收付賭資之耙子等。
（5）桌上足球或同類遊戲用品。
（6）以硬幣、鈔票、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者，供咖啡室、遊藝場等處之技藝性或賭博性遊戲之用
者（例如各類轉輪式機器，各類釘板玩具）。
（7）自動保齡球道設備，不論是否裝有發動機及電動機械裝置。
本節所指「自動保齡球道設備」不僅包括其使用之保齡球是用三角形方式排列者，也包括其他方式排
列之設備（例如，以方形方式排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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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九柱遊戲及室內槌球遊戲用具。
（9）成套軌道賽車裝置，有競賽遊樂性質者。
（10）鏢板及鏢。
（11）各類撲克牌遊戲（橋牌、籤牌、拼字等）。
（12）棋盤及棋子（棋子、西洋栱子等）、供棋、西洋棋、骨牌、麻將、跳棋、數字遊戲盤、蛇與梯等遊戲用者。
（13）本節所列遊戲中共同使用之其他某些配件，例如骰子、骰子盒、記分裝置、跟牌顯示器、專為娛樂
設計之布巾（例如，輪盤賭場使用者）。
本節也不包括：
（a）樂透彩票、「刮刮樂卡」、抽籤彩票、湯姆拉（tombola）彩票（一般歸入第 4911 節）。
（b）第九十四章之撲克牌桌。

（c）裝有聲音系統和適用於視頻遊戲控制器和機器、電視或衛星接收機、DVD、音樂 CD、MP3 或卡式放影機的
座物（第 94.01 節）。
（d）測驗智力之玩具（第 95.03 節）。

。
。。

目註解
第 9504.50 目
本目不包括影像遊戲機其以硬幣、鈔票、金融卡、代幣或其他付款方式操作者；上述影像遊戲機歸入第 9504.30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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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5-慶典、狂歡節或其他遊藝用品，包括魔術道具及新奇機巧遊戲器具。
9505.10-耶誕節用品
9505.90-其他
本節包括：
（A）慶典、狂歡節或其他遊藝用品，由於用途上之原因，一般均係使用非耐久材料製作。此類物品包括下列各
項：
（1）裝飾房間、桌子等之慶典裝飾用品（諸如，花環、燈籠等）；聖誕樹裝飾用品（閃亮飾物、彩球、動
物或其他雕像）；根據傳統與特定慶典有關之蛋糕裝飾用品（例如，動物、旗幟）。
（2）聖誕節傳統用品。例如，人造聖誕樹、耶穌聖誕景、耶誕的雕像和動物、天使、聖誕爆竹、聖誕襪、
仿聖誕爐材、聖誕老人。
（3）新奇服飾用品，例如面具，假耳及假鼻、假髮、假鬚及假髭（第 67.04 節中之仿製品除外）以及紙帽。
但本節不包括第六十一章及六十二章之紡織品製新奇服飾。
（4）紙質或棉毛繡球、紙飄帶（狂歡節帶），紙板製喇叭，「吹泡泡」、五彩碎紙、狂歡節傘等。
本節亦不包括慶典之設計、裝飾物、標誌、主體且其具有實用功能者。例如，餐桌用具、廚房用具、
盥洗用品、地毯和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衣著物、床單、桌巾、盥洗用巾、廚房用巾。
（B）魔術道具及新奇遊戲器具，例如：設計專供魔術表演用之紙牌、桌、隔板及容器等；新奇遊戲物品如催噴
嚏劑，驚奇香味、噴水鈕孔及「日本花」。
本節也不包括：
（a）天然耶誕樹（第六章）。
（b）蠟燭（第 34.06 節）。
（c）塑膠或紙質包裝材料，用於節慶者（依組成材質分類，例如第三十九章或四十八章）。
（d）耶誕樹支座（依組成材質分類）。
（e）紡織品製旗幟（第 63.07 節）。
（f）各類電動花環（第 94.05 節）。

95.06-本章未列名之一般體能運動、體操、競技比賽、其他運動（包括乒乓球）或戶外遊戲用
物品及設備；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滑雪屐及其他滑雪設備：
9506.11--滑雪屐
9506.12--滑雪屐繫結物
9506.19--其他
-滑水板、衝浪板、帆板及其他水中運動設備：
9506.21--帆板
9506.29--其他
-高爾夫球桿及其他高爾夫球設備：
9506.31--球桿，整套
9506.32--球
9506.39--其他
9506.40-乒乓球用品及設備
-網球、羽毛球或類似之球拍，不論是否穿線：
9506.51--草地網球拍，不論是否穿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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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6.59--其他
-球，不包括高爾夫球及乒乓球：
9506.61--草地網球用球
9506.62--可充氣者
9506.69--其他
9506.70-冰刀式溜冰鞋及輪式溜冰鞋，包括裝有溜冰用具之溜冰鞋靴
-其他：
9506.91--一般體能運動、體操或競技比賽品及設備
9506.99--其他
本節包括：
（A）一般體能運動、體操或田徑用物品及設備，例如：
吊桿及環；水平雙槓；平衡木；跳馬；鞍馬；彈跳板；攀繩及梯；肋木；瓶狀體操棒；啞鈴及槓鈴；
藥球；附有 1 個或多個握把，設計供體能運動用之跳跳球；划船、自行車及其他運動器具；擴胸器；握力
器；起跑架；跨欄；跳台；撐桿；落地墊；標槍；鐵餅；鍊球及鉛球；拳擊球及拳擊袋；拳擊或摔跤台；
攀爬牆。
（B）其他運動及戶外遊戲所需物品（第 95.03 節內之成套或分別列出之玩具除外），例如：
（1）滑雪屐及其他滑雪裝備，（例如：滑雪用繫結物（結合物）、滑雪煞車器、滑雪桿）。
（2）滑水板，衝浪板，帆板及其他水上運動裝備，如潛水台，滑槽，潛水者用蛙鞋及呼吸面罩（無氧氣或
空氣壓縮瓶者）及簡單之水下呼吸管（一般稱潛水吸排空氣裝置）。
（3）高爾夫球桿及其他高爾夫球裝備，如高爾夫球，高爾夫球座。
（4）乒乓球用品及設備，如球桌（有腳及無腳者），球拍，乒乓球及網。
（5）網球拍，羽毛球拍或其他類似球拍（例如軟網球拍），不論是否穿線。
（6）球（高爾夫球及乒乓球除外），例如網球、足球、橄欖球及類似品（包括球套及護蓋）；水球、籃球
及類似裝有氣閥之球；板球。
（7）冰刀及輪式溜冰鞋，包括裝有溜冰設備之靴。
（8）曲棍球、板球及長羊棍球等用之球桿及球拍；回力球；冰球用橡皮圓盤；冰上遊戲用之滑滾石。
（9）各類球網（網球、羽毛球、排球、足球、籃球等）。
（10）鬥劍裝備：鈍頭劍，軍刀及兩刃劍以及其配件（例如劍刀、防護物、劍柄及鎖扣制子）等。
（11）射箭裝備，如弓、箭及靶。
（12）兒童遊樂場地裝備（例如鞦韆、滑梯、蹺蹺板及大步樁板）。
（13）運動及遊戲用之防護裝備，如防護面罩、護胸、護肘、護膝，板球用護墊、小腿護墊、內裝有護墊
之冰上曲棍球褲。
（14）其他用品及裝備，諸如甲板網球、套環或木球用品；滑板；球拍夾；馬球或槌球之木槌；飛回棒；
冰斧；飛靶及飛靶發射器；雙滑刃連橇、一人或二人用之小雪橇及類似非機動之乘具。
（C）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本節不包括：
（a）草地網球拍用及其他球拍用線弦（第三十九章第 42.06 節或第十一類）。
（b）第 42.02，43.03 或 43.04 節之運動袋及其他容器。
（c）運動手套、併指手套、露指手套（一般歸列第 42.03 節）。
（d）附屬網及裝足球、網球用網袋等（一般歸列第 56.08 節）。
（e）歸屬第六十一章或第六十二章之紡織類運動衣物，不論是否附帶保護性之組件諸如肘、膝、鼠蹊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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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護墊（如：擊劍衣或足球守門員球衣）。
（f）第 63.06 節之船用帆，帆板或陸舟用帆。
（g）第六十四章之運動鞋（溜冰及輪式溜冰刀靴除外）及第六十五章之運動帽。
（h）手杖、鞭、馬鞭及類似品（第 66.02 節），及其配件（第 66.03 節）。
（ij）屬於第十七類之運動休閒用船（諸如：噴射艇、獨木舟及單人輕舟）及運動休閒用車輛（雙滑刃連橇、
平底雪橇及其類似品除外）。
（k）蛙人用及其他護目鏡（第 90.04 節）。
（l）電療器具及其他第 90.18 節所屬之儀器及用具。
（m）機械醫療用具（第 90.19 節）。
（n）呼吸器具，裝有氧氣或空氣壓縮瓶者（第 90.20 節）。
（o）屬於第九十一章之運動用品。
（p）保齡球用品（包括自動保齡球道設備）及其他用於室內、桌上或娛樂場之設備（第 95.04 節）。

95.07-釣魚竿、釣魚鉤及其他釣魚用具；撈魚網、捕蝶網及類似之網；鳥形引誘物（不包括第
92.08 或 97.05 節所列者）及類似狩獵或射擊用品。
9507.10-釣魚竿
9507.20-釣魚鉤，不論是否附有連接線者
9507.30-釣魚線軸
9507.90-其他
本節包括：
（1）各類釣鉤（例如有單一或多量倒刺鉤者）；一般均以鋼製成，但可能鍍銅、錫、銀或金者。
（2）撈魚網、捕蝶網及類似之網。此等製品通常以紡織線或繩製之袋形網組成，裝於金屬絲架並固定於手柄上。
（3）釣竿及釣具。釣竿可能大小不一，也可能以各種材料製成（如竹、木、金屬、玻璃纖維、塑膠等）。可能
是單獨一支或是多節結合者。釣具係由下列各項物品組成包括線軸、線軸架；人工魚餌（例如仿製之魚、
蒼蠅、昆蟲或蚯蚓）及裝此魚餌之釣鉤；旋轉餌；釣線及拋錘；浮標（木質、玻璃、羽毛等）包括發光浮
標；捲線架；自動命中裝置；釣環（鑲寶石或半寶石之環除外）；鉛墜及釣竿用鈴。
（4）狩獵及射擊用品如鳥形引誘物（但不包括第 92.08 節之各類引誘叫聲製品或第 97.05 節之填充鳥類）及誘鳥
鏡。
本節也不包括：
（a）羽毛，供製作蟲形釣魚鉤用者（第 05.05 或 67.01 節）。
（b）線、單絲、繩及真假羊腸線，已截斷但未製成釣線者（第三十九章，第 42.06 節或第十一類）。
（c）運動袋及其他第 42.02、43.03 或 43.04 節所屬之容器（例如釣竿袋及獵物袋）。
（d）未配裝之環（歸入其本身應屬之節）。
（e）誘捕器、羅網等（依組成之材料分類）。
（f）未固定或附著於外部夾鉗、夾子或其他裝置之釣魚用的卑金屬的非電動鈴（第 83.06 節）。
（g）飛靶（第 95.06 節）。

95.08-遊樂場迴轉台、鞦韆台、射擊場及其他遊樂場之娛樂設備；巡迴馬戲團、巡迴動物園及
巡迴劇團。
9508.10-巡迴馬戲團及巡迴動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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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8.90-其他
凡屬於正常表演所需之各項基本用品，則遊樂場，巡迴馬戲團、巡迴動物園及巡迴劇團之娛樂設備均歸列在
本節內。本節亦包括與上述各項娛樂設備同時進口，並成為其組件之一部分之各種補助裝備，但此類補助裝備（例
如帳蓬、動物、樂器、發電設施、馬達、燈具、座位、及槍械彈藥）如單獨進口時應歸列在其他節。
除應根據本章章註 1 之規定外，凡可識別係設計專用於或主要用於此類娛樂設備之零件及附件（例如吊船及
滑水槽），即使單獨進口仍列入節。
歸本節之遊樂場娛樂設施包括：
（1）各類迴轉台。
（2）躲閃車設備。
（3）滑水漕。
（4）觀景火車（Scenic railways）及滑道（Slides）。
（5）吊船。
（6）射擊場及椰子投擲器(Coconut shies)。
（7）迷宮。
（8）怪異表演(Freak show)。
（9）猜獎裝置（Lotteries）（例如幸運輪盤）。
本節不包括：
（a）流動攤，用於販賣貨品（糖果及其他產品等）、供廣告、教育或類似展示用者。
（b）曳引車及其他運輸車輛，包括拖車，但特別設計用於遊樂場且構成遊樂場娛樂設備之一部分者（例如環形
拖車）除外。
（c）以硬幣、鈔票（紙貨幣）、碟片或其他類似品操作之遊樂機器（第 95.04 節）。
（d）當作獎品頒發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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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六章
雜項製品
章註：
1.─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a）化妝用筆（第三十三章）；
（b）屬於第六十六章之物品（例如：傘或手杖之零件）；
（c）仿首飾（第 71.17 節）；
（d）第十五類類註 2 所述供一般用之卑金屬製零件（第十五類）或塑膠製類似品（第三十九章）；
（e）屬於第八十二章之利口器或其他物品附有雕刻或模鑄材料製柄或其他零件者，惟第 96.01 節或 96.02 節適
用於分別申報之柄或此類物品之其他零件；
（f）屬於第九十章之物品（例如：眼鏡架（第 90.03 節）、數學用畫圖筆（第 90.17 節）、牙科專用或內科、
外科或獸醫用刷（第 90.18 節））；
（g）屬於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或錶殼）；
（h）樂器或其零件或附件（第九十二章）；
（ij）屬於第九十三章之物品（武器及其零件）；
（k）屬於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器及照明裝置）；
（l）屬於第九十五章之物品（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m）藝術品、珍藝品或古董（第九十七章）。
2.─第 96.02 節所稱「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係指：
（a）供雕刻用之硬種子、塊根、殼、核及類似植物材料（例如：象牙果及非洲棕櫚）；
（b）琥珀、海泡石、凝聚琥珀及凝聚海泡石、黑玉及礦質黑玉代替品。
3.─第 96.03 節所稱「製帚或製刷用之結或束」僅適用於獸毛、植物纖維或其他材料製之結或束，不用分割即可製
成帚或刷或該項結束僅需略加處理，如修剪其端，即可裝成帚或刷者。
4.─除第 96.01 至 96.06 及 96.15 節外本章之物品，不論全部或部分為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
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者，仍應歸入本章。惟第 96.01 至 96.06 及 96.15 節所包括之物品，其所
含有之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天然、人造或再造）、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僅構成微小部分者。

總

則

本章包括雕刻和模鑄材料及其製品、帚、刷及篩、縫紉用品、書寫及辦公用品、菸具、化粧用具、衛生吸收
性物品（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及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及其裏襯及類似品）及本註解其他節未具體列名之
其他物品。
第 96.07 至 96.14 節及 96.16 至 96.18 節所所述之物品，可能全部或部分由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
然、合成或再造）或由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所製成。惟第 96.01 節至 96.06 節及 96.15 節所述物品之含有前
述材料，僅得做為微小的構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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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1-已加工之象牙、骨、龜殼、獸角、鹿角、珊瑚、珠母貝及其他動物雕刻材料及其製品（
包括經模造之物品）。
9601.10-已加工之象牙及象牙製品
9601.90-其他
本節係指已加工動物材料（第 96.02 節所列者除外）。這些材料主要以雕刻或切割加工。大部分也經過模鑄。
就使用目的言，本節所稱「加工」一詞乃指材料經過加工之程度已超過本節對於有關原料所許可之簡單加工
程度者（參考第 05.05 至 05.08 節的註解）。本節因此包括象牙、骨、龜殼、角、鹿角、珊瑚、珍珠母等物經切割
成形（包含方形或長方形）磨光或經碾、磨、鑽、車床等加工過程所成之片、板及棒狀物。惟這些片物如可辨識
為製品之零件且已納入其他章節者，則不列入本節。因此，鋼琴鍵片和插入武器槍托中之板均不屬於本節而應分
別列入第 92.09 和 93.05 節中。不過，經加工之材料目無法辨識為本章所列物品之零件者仍列入本節（例如簡單之
盤、板或扁條等用於鑲嵌或隨後用於鋼琴鍵之製造者。
本節包括下列已經加工或製成成品之物品：
(Ⅰ)象牙。本分類所稱象牙，包括象、河馬、海象、角鯨、野豬之長牙、犀牛角和其他所有動物之牙齒（參見第
五章章註 3）。
(Ⅱ)骨，即多數動物軀體之堅硬部分，其加工方法幾乎全部用割切。
(Ⅲ)龜殼，幾乎全取自龜類。呈淡黃色、淡褐色或黑色，極富延展性，加熱後更具可塑性，冷卻後可維持所給予
之形狀。
(Ⅳ)角及鹿角，係取自牛、羊、鹿等反芻動物之前額。（角心不用作模塑或雕刻材料，但幾乎全部用以製塑）。
(Ⅴ)天然珊瑚（例如，海洋中水螅之石灰質骨骸）及凝聚之珊瑚。
(Ⅵ)珠母貝及若干貝殼之裡層具光澤、呈虹色、似珍珠母者；雖其表面呈現波狀，事實上卻是完全光滑的。
(Ⅶ)家畜之蹄指甲、爪及鳥嘴。
(Ⅷ) 骨類似材料，取自其他海中哺乳動物者。
(Ⅸ)羽毛之翎管。
(Ⅹ)甲殼動物及軟體動物之殼。
本節包括：
（A）已加工之動物雕刻材料。
本節所列之雕刻材料，其加工程度必須已超過清潔、刮淨，僅鋸去無用部分，簡單切割（有時再略加
鉋平），在某些情形加以漂白、壓平、修剪或分割。
龜殼，如其加工程度未超過伸直或表面整平者（後一種處理方式並不常用，因進口之未加工龜殼幾全
係厚薄不一且表面變曲者）（參見第 05.07 節（B）部分之註解），仍不列入本節。珊瑚，僅除去外殼者，
亦不列入本節（第 05.08 節）。
模塑品係由龜殼鱗片、甲片或由爪、皮屑或其廢粉之再製材料所製成者，亦列入本節。
龜殼的特性之一是，可用加熱方式接合而不需任何特別黏著劑；利用此項優點可將多層薄片黏合成厚
片及製造物品。角的特點是加熱後即軟化，可予壓平成為膏狀；因此，可比照龜殼之加工方式，以模塑法
加工。
圓盤，磨光或未磨光，未具鈕扣坯之特性（參見第 96.06 節之註解）者，及耶路撒冷珍珠，（例如，不
規則珠母貝珠，經簡易穿洞但尚未拋光、分級或更進一步加工者）即使暫時成串，仍列本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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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節所屬動物雕刻材料之製品。
本組包括：
（1）雪茄或紙菸盒、鼻煙盒、粉盒、帶扣、搭鉤、唇膏盒。
（2）單獨進口之刷柄或刷之裝置物。
（3）各種盒子，口香錠盒，錶之保護蓋。
（4）屬於第八十二章之工具、刀、叉、刮鬍刀等之柄，單獨進口者。
（5）裁紙刀、拆信刀、書籤。
（6）相框、畫框等。
（7）書封套。
（8）宗教用品。
（9）織用針和針織用針。
（10）小裝飾品（例如，精美小飾物及不屬於第 97.03 節之雕刻製品）。
（11）鞋拔。
（12）餐桌用具如刀架、小匙、餐巾環等。
（13）已鑲嵌之角及鹿角製飾物（紀念品等）。
（14）不屬於珠寶品而刻有浮雕及凹雕之寶石。
本節亦包括由特殊貝殼製成之物品，以及翎管製成之物品（例如牙籤、雪茄煙嘴）。但本節不包括翎
管僅切成長形而未進一步加工者（第 05.05 節）及翎管之製成捕漁用浮標者（第 95.07 節）。
物品，用動物雕刻或模塑材料被覆或鑲嵌，而此種被覆或鑲嵌係構成其主要特徵者，列入本節。木箱、
首飾盒等以象牙、骨、龜殼、角等被覆或鑲嵌如上述者亦然。
本節亦不包括：
（a）屬於第六十六章之物品（如雨傘、、遮陽傘、手扙等之零件，例如：把手、主幹及頂端）。
（b）鑲框之玻璃鏡（第 70.09 節）。
（c）動物雕刻材料之製品，其部分由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
再造）組成者（第七十一章）。但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金屬或被覆貴金
屬之金屬僅構成製品微小成份（例如：圖案、簡署、套圈、鑲邊等）時，則此等製品仍列入本節。
（d）仿首飾（第 71.17 節）。
（e）屬於第八十二章之利口器或其他物品，其手柄或其他部分品係以雕刻或模塑材料製成者；但此類手柄及部
分品如係單獨進口者，仍列入本節。
（f）屬於第九十章之物品（例如，雙眼望遠鏡；眼鏡、夾鼻眼鏡、長柄眼鏡、護目鏡及其類似品用之眼鏡框及架，
以及框架之零件）。
（g）屬於第九十一章之物品（例如鐘錶殼），但錶之護蓋仍列入本節。
（h）屬於第九十二章之物品，例如樂器及其零件（打獵用號角、鋼琴或手風琴之琴鍵、絃撥、絃柱等）。
（ij）屬於第九十三章之物（例如武器之零件）。
（k）屬於第九十四章之物品（例如：家具、燈具及照明裝置）。
（l）屬於第九十五章之物品（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具）。
（m）第 96.03 節之物品（例如帚及刷）及第 96.04 節之物品；但當刷之柄及裝置品個別進口時，仍列入本節。
（n）第 96.05、96.06、96.08、96.11 或 96.13 至 96.16 節之物品（例如，鈕扣和鈕扣坯；自來水筆、筆架等、煙斗、
菸斗缸、煙斗管及煙斗之其他零件；雪茄及捲煙嘴及其零件；梳子）。
（o）屬於第九十七章之物品（例如，雕像及塑像原作；動物愛好者珍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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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2-已加工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及此類材料之製品；蠟、硬脂、天然膠或天然樹脂或塑型膏
製之雕塑品，及其他未列名雕塑製品；已加工之未硬化明膠（列入第 35.03 節之明膠除外
）及其製品。
本節「已加工」之定義同第 96.01 節第二段之註解（並可參考第 14.04、15.21、25.30、27.14、34.04、34.07 或
35.03 節之註解）。

（Ⅰ）已加工之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及其製品
（A）已加工之植物雕刻材料。
本組包括在本章章註 2
果及其他類似棕櫚(Tahiti、Palmyra)等之堅果，椰子殼，曇華族蘆葦之種子（如印地安人之彈丸物 Indianshot），
珠樹（Abrusprecatorius 或 beadfree）之果實，北非地區種椰子仁，椰欖核，棕櫚果核，刺槐豆。
本節亦包括植物性雕刻材料之塑造粉所製之成品。
（B）已加工之礦物雕刻材料。
本組包括本章章註 2（b）所提之礦物雕刻材料。
本節不包括下列歸屬於第 25.30 節的產品：
（i）海泡石塊或琥珀石塊（未經加工者）。
（ii）天然海泡及琥珀廢品用黏合劑凝集而成之凝聚海泡石及凝聚琥珀，此類材料形狀如板、棒、條及類似
形狀，且限於經塑造後未再加工者。
（C）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之製品。
除以下列明排除者除外，本組包括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之製品，諸如：
（i）小裝飾品（例如小雕像）。
（ii）小型物品諸如盒、首飾盒等。
（iii）圓片，無論已否磨光（鈕扣坯除外，參見第 96.06 節之註解）。

（Ⅱ）蠟、硬脂、天然膠或天然樹脂或塑型膏製之雕刻品及模塑品，
及未歸入其他節別之模塑品或雕刻品，已加工之未硬化明膠及其製品
本組包括各種材料之模塑品及雕刻品之未列入其他節別者（如第三十九章之塑膠製品，或第四十章之硬橡膠
製品），另一方面亦包括已加工之未硬化明膠及其製品（第 35.03 節或第四十九章之物品除外）。
所稱之模塑品，係指以模型製成所擬使用之形狀者。但若材料僅模塑成塊狀、方塊、板狀、桿狀、條狀等者，
不論在製作過程中已否予以壓印，均不包括在內。
除下面所列不歸入者外，本組包括：
（1）蠟製模塑品或雕刻品：
（i）人造蜂窩。
（ii）供電鍍的模鑄形。
（iii）人造花，葉或水果，塑造成一整體或非以其他方式組合（如束縛、膠合或類似方式）使其成為第 67.02
節之物品者。
（iv）半身像、頭、或人像及小雕像（除裁縫師用人像模型除外，見第 96.18 節之註解，原作雕刻品及塑像
亦除外，見第 97.03 節）。
（v）蠟製珍珠。
（vi）以蠟為基體之物質所製成之 T 形管，用於某些外科手術者。
（vii）作為櫥窗展示用的蠟製糖果、巧克力棒，和其他蠟仿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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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置於棉毛墊上之蠟製耳塞。
（ix）裝於紡織材料內之蠟扁條，用以填塞木製鑄型之裂縫者。
（2）石蠟製之模塑品或雕刻品（尤其盛裝氫氟酸用之容器）。
（3）硬脂製之模塑品或雕刻品。
（4）松脂製模塑品或雕刻品（例如小提琴樂弓用之松脂）。
（5）柯巴樹脂製之模塑品或雕刻品（通常仿琥珀之製品）。
（6）塑型蠟製成之模塑品或雕刻品（例如塑成單一的花或樹者，人像，小雕塑像及其類似飾品）。
（7）模塑品或雕刻品，其材料係以麵粉或澱粉為基，以膠凝集再經塗漆者（例如模塑成單一整體之人造花或水
果或小塑像等）。
（8）切割成方形及長方形以外形狀之未硬化白明膠薄片。切成方形（或長方形）的薄片，不論其表面已否加工，
均列入第 35.03 節或第四十九章（如明信片）（參考第 35.03 節註解）。未硬化白明膠製品包括例如：
（i）黏著於撞球桿頂端上用之小圓片。
（ii）藥用膠囊及裝機械打火機燃料用之容器。
*
**

物品用植物或礦物雕刻材料或用模塑材料被覆或鑲嵌，如此種被覆或鑲嵌係形成其主要特徵者，亦列入本
節。木箱、首飾盒等以上述材料被覆或鑲嵌者亦列入本節。
*
**

依第 96.01 節註解之規定未列入該節之產品，亦不列入本節。
本節不包括：
（a）封口臘，包含封瓶蠟（第 32.14 或 34.04 節）。
（b）蠟燭，小蠟燭及其類似品由石蠟或其他蠟、硬脂等製成者（第 34.06 節）。
（c）塑型用軟膏，包括兒童娛樂用塑型膏，以及成組或成套可供零售之配製品稱為「牙科用蠟」或「牙科塑型
用混合料」其形成片狀、馬蹄形、條形及類似形狀者（第 34.07 節）。
（d）明膠為底的複寫用膏（第 38.24 節）。
（e）泥煤模製品（第 68.15 節）。
（f）示範用模型（第 90.23 節）。

96.03-帚、刷（包括構成機器，用具或車輛零件之刷）、手操作之機械式地板刷，無動力拖把
及羽毛撣帚；供製帚或刷之結及束；油漆擦及滾筒；Ｔ型擦乾器（不包括滾筒擦乾器）
。
9603.10-帚和刷，僅以樹枝或其他植物材料紮成者，有無柄者均在內
-牙刷、修面刷、髮刷、指甲刷、睫毛刷及其他人用盥洗用刷，包括構成用具零件
之刷：
9603.21--牙刷，包括假牙床用刷
9603.29--其他
9603.30-美術用刷、寫字用刷及化粧用類似之刷
9603.40-油漆、著色膠、粉飾用或類似之刷（不包括第 9603.30 目之刷）；油漆擦及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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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3.50-其他構成機器、用具或車輛零件之刷
9603.90-其他
（A）帚及刷，僅以樹枝或其他植物材料紮成者，有無柄者均在內
這些寧可粗製，有柄或無柄之物品，主要用於掃地（街道、庭院、畜舍等）或地板（如車輛之地板）。其通
常由單一束植物材料（樹枝、草等）粗紮而成，或以一束或一束以上之粗草或蘆葦製成心，然後以草用紡織繩將
較細、較長之草紮於其上。此種紡織繩索同時可編成裝飾花紋。為便於使用，此類物品通常裝有柄。
本組包括蒼蠅拍，係以同樣方法製成，但所用之材料較輕。
此類帚及刷通常用樺樹、榛樹、冬青樹、石南屬植物或金雀樹、樹枝蘆黍、粟草，稻草（或圓椎花），或蘆
薈纖維、椰子樹（椰殼的纖維），棕櫚（尤其 piassava）等、蕎麥莖製成。

（B）其他帚及刷
本組包括各種物品，其形式與所用材料各不相同，係供用於清潔廁所、清潔家庭、塗敷油漆、膠或液質產品，
及某種工業之作業者（清潔、磨光等）。
大體而言，本組的帚及刷係以柔軟或彈性纖維或絲線之小束或小結組成，裝於帚及刷之柄或其背部上者，如
係油漆刷，則以一束毛或纖維固定於短柄一端，有無用金屬箍或其他類似品予以固定則不論。
本組包括由橡膠、塑膠模塑成單一件之帚及刷。
製造上述物品之原料非常廣泛，但用以製造束以材料可能為下列各項：
（A）取自動物身上：豬或野豬之鬃、馬、牛、獾、貂鼠、臭鼬、松鼠、臭貓等之毛。角質纖維；羽軸。
（B）取自植物：茅草根、熱帶植物如(Tampico)之纖維、椰子樹（椰殼的纖維）或棕櫚纖維，北非長草、帚蜀黍
圓錐花或竹片。
（C）人造纖維（例如尼龍線或粘液人造絲）。
（D）取自金屬絲（鐵絲、銅絲、青銅絲等）或各種其他材料，例如棉、毛紗、撚線或玻璃纖維。
裝鑲刷柄之材料包括：木、塑膠、骨、角、象牙、龜殼、硬橡膠及若干金屬（鐵、銅、鋁等）。若干
刷（例如機器用環形刷，或特殊擦拭用刷）亦可用皮革、紙板、毛氈或紡織品製成。羽毛管亦可用作某種
油漆刷之裝配物。
刷上微不足道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金屬或包貴金屬之組成份（例如以
姓名第一字製成之圖案、花邊等），仍列入本組中。
本節不包括各種刷其含有非屬微小成分之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金屬或被覆
貴金屬之金屬者（第七十一章）。
本組包括：
（1）牙刷包括假牙床用刷。
（2）刮鬚用刷。
（3）化粧用刷（例如髮刷、鬚刷、髭刷或睫毛刷；指甲刷；染髮刷等）；頭髮美容刷。
（4）由橡膠或塑膠材料製成單一件之刷，供清潔盥洗室（洗手等）馬桶等用。
（5）衣服刷、帽或鞋刷；棈潔梳子之刷。
（6）家庭用刷（例如擦洗用刷、洗碗碟用刷、洗污水槽用刷、盥洗室刷、擦洗家具用刷、洗散熱器用刷、洗麵
包屑用刷）。
（7）帚、刷及拖把用於清掃道路、地板等者。
（8）紡織材料製刷供清潔車專用刷。不論是否注入清潔劑。
（9）清潔動物用刷（馬、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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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武器、腳踏車等塗油用刷。
（11）清潔留聲機唱片用之刷。包括裝於拾音器上之唱片自動清潔刷。
（12）清潔打字機上之字、鍵等用刷。
（13）清潔火花塞、銼刀、或焊接之零件等用之刷。
（14）清潔樹木或灌木上之青苔、樹皮屑所用之刷。
（15）鏤花模板用刷，無論是否裝有墨水儲存器及墨水流量控制器。
（16）漆刷及他種刷（圓或扁平型）、供泥水匠、油漆匠、室內裝飾工人、箱櫃匠、藝術家等使用。例如清除舊
漆用刷、著色刷、錶壁紙用刷、油漆刷等；水彩或油畫用刷、洗色刷；陶瓷用畫刷；塗金刷、辦公室用小
刷等。
本組也包括：
(Ⅰ)裝於金屬絲上之刷（通常為數股撚合之股絲），例如清掃通氣管用刷；清潔瓶或圓筒形玻璃燈用刷；清潔管
及管類用刷；清潔煙上用刷；清潔步槍、左輪槍或手槍用刷；清潔樂器用之通風筒或管型刷等。
(Ⅱ)構成機械零件之刷，例如：用於掃路機者；用於紡織機械者；用於摩擦、磨光或其他機械工具者；用於碾磨
或造紙機者；用於錶匠或珠寶匠之車床者；用於製皮革或製鞋工業之機器者。
(Ⅲ)家用電器用具用刷（例如磨地板或打蠟機，真空吸塵器）。
本節不包括：
（a）刷之鑲裝品及刷柄（根據組成材料分類）。
（b）紡織材料製磨光盤或墊（第 59.11 節）。
（c）針布（第 84.48 節）。
（d）軟圓盤，供在自動資料處理機等內運轉之碟片清潔用者（第 84.73 節）。
（e）牙科、內科、外科或獸醫專用之刷(例如：治療喉部用刷及裝於鑽牙器上之刷）（第 90.18 節）。
（f）具有玩具性質之刷（第 95.03 節）。
（g）化粧用粉撲及粉擦（第 96.16 節）。

（C）無動力，手操作之機械式地板刷
指某些簡單物品，通常具有一個大輪形外框包含一個或數個滾筒刷，藉輪子之轉動來操作，並以手握柄推進，
特別供清潔地毯用。
本節不包括機動清掃器（第 84.79 節）。

（D）拖把及羽毛撣帚
拖把是指由一捆細繩或植物纖維綁紮於一個柄上。某些拖把係由一框架或底座內裝有紡織或其他材料之拖把
頭再連接於把柄上所組成。此類拖把包括用乾或濕之方法清除玷污斑垢或液濺污垢、地板清潔、碗盤清潔等用之
除塵拖把、噴灑拖把及海棉拖把。
羽毛撣帚係以一束羽毛綁紮於一柄上，用於清潔家具、架、櫥窗等。而其他類型的羽毛撣帚之「羽毛」係由
羊毛，紡織材料等取代並固定或纏繞於把柄上。
本節不包括單獨呈現由紡織材料製清潔布供手擦拭用或附著於拖把頭之框架或其他底座者（第 11 類）。

（E）已整理之結或束
根據本章章註 3 規定，本組僅限於由動物毛、植物纖維、人造纖維製成未裝配之結或束；其可立即紮成帚或
刷而不需予以剔分者；或僅需略加處理如膠粘或塗漆其根端或在其頂端剪修成形後，即可紮成者。
本節因此不包括成束（或類似之貿易品）之動物毛、植物纖維或其他材料，尚未整理無法立即供製帚或製刷之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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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供製帚或刷之毛或纖維集合束，其雖已整理，但在紮於帚或刷頭之前尚需再剔分成較小之束者。
列入本組之已整理之結或束，主要係用於刮鬍刷、油漆刷及繪畫或繪圖刷。
為便於捆紮成緊密之束，纖維束（或結）通常以長度之四分之一浸入凡立水或其他塗料中；有時加入鋸屑以
增加其強度。結或束之裝於環狀物（通常金屬製）上者不列入本組（見上述（B）組）。
已整理之束或結裝於柄上後需再經加工者（使末端成圓形、碾磨其末端至所需之柔軟度等）仍列入本組。

（F）油漆擦及滾筒；T 型擦乾器（滾筒擦乾器除外）
油漆滾筒以滾筒組成，覆有羊毛或其他材料，並裝於柄上。
油漆擦由平坦的紡織纖維組成，黏附在通常由塑膠製之硬質背上，可附有柄。
T 型擦乾器通常由塑膠、橡膠或其顫條製成，裝於兩木片或金屬片之間，或裝於木塊、金屬塊等上，用於掃
刷潮濕表面之掃帚。
但本組不包括以一個或以上之滾筒組成之 T 型滾筒擦乾器，裝於柄上而用於照像者（第 90.10 節）。

96.04-手用細眼篩及粗篩。
所謂「手用細眼篩及粗篩」係指以堅固之紗布或其他網絲材料（網孔大小不一）裝於長方形或圓形架上者（通
常係木製或金屬製）；係用於將固體物質按其顆粒之大小予以分離。
最常用之製網材料為馬尾或塑膠製之單絲、人造纖緞絲紗、絲線、紡腸線、金屬絲（鋼絲、鐵絲、黃鋼絲等）。
本節包括：
手用細眼篩及粗篩，供篩煤渣、沙土、種子、種花土壤等用者；篩布製成之篩（例如用於篩粉類者）；家用
細篩（例如用於篩粉類者）實驗室用篩（測驗水泥、模造用沙、肥料、木粉等之粗細者），包括那些可連結成一
串者；貴重篩供做分類寶石或半寶石（例如鑽石）。
本節不包括：
（a）細眼篩及粗篩之成固定製品之性質者（例如站立於地上，供篩土或篩石子之用者），通常列入（第 73.26 節）。
（b）簡單濾器（例如過濾乳酪用者），係以容器組成，其底裝有鑽孔之金屬片；裝有過濾器之漏斗；牛奶過濾
器；油漆、石灰水、殺菌劑等之過濾器（通常屬於第七十三章）。
（c）細眼篩及粗篩，設計裝於機器或器具上者（例如碾磨工業、農業、石子頭、礦物等用者）；根據第十六類
類註 2 之規定，此類用具如係專用於或主要用於某一機器者應視為該機器之零件，歸入該機器所屬之節（例
如第 84.37 或 84.74 節）。

96.05-旅行自用之成套盥洗用品，針線包、鞋或衣物清潔用品。
本節包含某些然套旅行組件，這些組件由本節不同節之物品所組成，或由相同節之不同物品組成。
本節包括：
（i）成套盥洗用品，以皮製、布製、塑膠製之盒子或袋子進口，其內容包含例如模塑塑膠盒、刷子、梳子、剪刀、
鉗子、指甲銼刀、鏡子、刮鬍架及修指甲工具等。
（ii）成套針線包，以皮製、布製、塑膠製之盒子或袋子進口，其內容包含例如剪刀、量尺、針線箍、縫針、縫
線、安全別針、針箍、鈕扣及飾扣。
（iii）成套鞋靴清潔用品，以皮製、布製、塑膠製，或覆塑膠之紙板等製成之盒子或袋子進口，其內容包含刷子、
內裝亮光蠟之罐子或管子，及清潔用布。
本節不包括成套修指甲用具（第 82.1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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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亦不包括航空公司提供給與乘客之成套用品（飛航期間或抵目的地未能及時取得行李時）。包括一紡織
袋其內除含有上述（i）至（iii）列舉品目、化粧品、香水或盥洗用品、纖維素胎製手巾外，還含有紡織品諸如，
睡衣褲、T 恤衫、長褲、短褲等。此類物品應歸入其本身相應適當之節。

96.06-鈕扣、各種撳扣、飾扣、鈕扣模及以上物品之其他零件；鈕扣坯。
9606.10-各種撳扣、飾扣及其零件
-鈕扣：
9606.21--塑膠製，未包紡織物者
9606.22--卑金屬製，未包紡織物者
9606.29--其他
9606.30-鈕扣模及其零件；鈕扣坯
本節包括鈕扣、飾扣及其類似品之用於裝飾或固定衣服、家用帆布等製品等。此類物品得以各種材料製成，
且可能含有微不足道之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貴金屬或包貴金屬。如鈕扣上所含之
珍珠、寶石、及貴金屬等並非微不足道者，應歸入第七十一章。
製造鈕扣、飾扣等之主要材料為卑金屬、木材、象牙果、棕櫚、骨、角、塑膠、陶瓷材料、玻璃、硬化橡膠、，
壓縮硬紙板、皮革、合成皮、象牙、龜殼或珍珠母。亦得上述材料混合而成，並得以紡織品被覆。
本節包括：
（A）穿孔及有鈕眼之鈕扣：此類鈕扣之大小及形狀依其用途而有不同（如內衣、外套、鞋類等）。
球形鈕扣與有孔之珠，其區別之處在於前者之穿線孔不在中央。
若干有眼之鈕扣，其鈕眼成彈簧形鉸鏈，可使鈕扣固定於衣服上而不須縫紉。其他形式之鈕扣（如花
形鈕扣）則用撳鈕機固定於衣服上。
（B）各類撳扣及飾鈕。由兩個或多個部分組成，而撳扣機械操作。此類撳扣或飾扣得縫於衣服上，或以鉚釘方
式固定（例如手套上之撳扣）。
撳扣及其類似品，如其分開之零件已縫於狹扁之帶上者，仍列入本節。
本節也包括：
（1）鈕扣模。本項物品是某些鈕扣之內部或主體部分，以紡織材料、紙、皮革等包於其外層。此類物品僅當明
顯地可識別係供製鈕之用者，方列入本節。此種鈕扣模得以材料、鳶尾（植物根）等製成，但最常見者為
由兩個金屬部分製成，一個以紡織品包於外層，另一個裝入第一個之內，以固定紡織物。
（2）鈕扣之其他零件等，已可識別係作此項用途者（例如，鈕扣之柄部、底面、頂蓋）。
（3）鈕扣坯。這些包括：
（i）模造之空白坯，係得自模型而尚不能用作鈕扣者。通常尚需經過修剪、穿孔及磨光，但已可識別係供
製造鈕扣之用。
（ii）壓印之金屬空白坯，係以兩部分組成（蓋及底），係設計使兩方互相配合。
（iii）珠母貝、假象牙、材料等製成之已加工空白坯（例如一面或兩面磨圓或挖空，或以其他方法成形、鑲
邊、磨光、穿孔）。因此可明顯地識別係供製鈕扣之用者。反之，若圓盤僅經鋸、切成磨光，但未
進一步加工者，則不能視為鈕扣之空白坯，應依照其組成材料分類。
本節不包括袖扣（第 71.13 或 71.17 節）。

96.07-拉鍊及其零件。
-拉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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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7.11--裝配卑金屬製鍊齒者
9607.19--其他
9607.20-零件
本節包括：
（1）任何尺寸及作任何用途之拉鍊（衣服、鞋類、旅行用品等用者）。
大部分的拉鍊係由兩個紡織材料製之窄條組成，每條一端均裝有鍊頭（金屬、塑膠材料等製），以拉
柄使兩邊互鎖。另一種拉鍊則以兩條塑膠材料製之窄條，每條均特製之邊，用拉柄拉上即互鎖。
（2）拉鍊零件，例如：拉鍊頭、拉鍊柄、尾諯、及任何長度裝有拉鍊頭之窄條。

96.08-原子筆；氈條尖筆，及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鋼筆、寫蠟紙針尖筆及其他
筆；複寫用針尖筆；活動鉛筆或繪圖鉛筆；筆桿、鉛筆桿及類似筆桿；上述物品之零件
（包括筆帽及夾子），但不包括第 96.09 節之物品。
9608.10-原子筆
9608.20-氈條尖筆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
9608.30-鋼筆、寫蠟紙針尖筆及其他筆
9608.40-活動鉛筆或繪圖鉛筆
9608.50-上述兩種或以上目所屬物品組合成套者
9608.60-原子筆之交換筆芯，由筆尖鋼珠及墨水管組成者
-其他：
9608.91--筆頭及筆頭之尖（珠）
9608.99--其他
本節包括：
（1）原子筆，通常指一支筆桿，內裝一支墨水貯存管及尖端裝置鋼珠所組成者。
（2）氈條筆尖，其他多孔性尖筆及標記（嘜克）筆，其亦包括鋼筆型在內。
（3）鋼筆，寫蠟紙針尖筆及其他筆（抽水型，墨水貯存管，按鈕，真空（吸水）管等）不論是否裝置有筆頭或
筆尖者。
（4）複寫針筆。
（5）旋轉鉛筆或伸縮鉛筆，指單支鉛芯或多支鉛芯型；包括備用鉛筆替芯在內。
（6）筆桿，不論是否成一支及是否裝置筆頭或筆帽者。
（7）鉛筆桿及類似筆桿（例如蠟筆，繪圖炭筆之筆桿）。

零件：
本節亦包括可確認之零件及配件，未更明確歸入其他節別者。例如：各種形狀之筆頭，包括尚未完成的粗胚
筆頭；夾子；原子筆或鉛筆之替換筆芯，包括原子筆尖及墨水管；原子筆桿及簽字筆之絨筆頭；墨水調節器；歸
入本節之筆或鉛筆之筆管；自動鉛筆的補充器或推進器；橡膠或其他材料製墨水管；筆尖護套；可互換更新之筆
尖組合，包括筆尖、吸水器及護圈；由白金或碳鎢合金所製成細粒球珠裝置於尖端並防阻損耗之筆尖（或筆珠）。
本節不包括：
（a）鋼筆之補充墨水管（第 32.15 節）。
（b）原子筆及鉛筆用之鋼珠（第 73.26 或 84.82 節）。
（c）數學繪圖筆（第 90.17 節）。
（d）鉛筆芯（第 96.0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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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9-鉛筆（不包括第 96.08 節所列之鉛筆）蠟筆，鉛筆芯，粉蠟筆，繪圖木炭條，寫字或繪圖
粉筆，及裁縫用粉。
9609.10-鉛筆及蠟筆，其筆芯裝置於硬質護層內者
9609.20-黑色或彩色之筆芯
9609.90-其他
本節之物品計分兩型：
（A）無任何物質覆蓋，或僅以紙條護蓋者（例如粉筆，繪圖木炭筆，鉛筆芯，蠟筆，粉蠟筆，及石筆）。
（B）鉛筆、蠟筆，其筆芯以木材、塑膠及壓數層紙之硬紙套被覆。
鉛筆芯，粉筆，粉蠟筆及蠟筆等之成分應視其用途而互異。
本節包括：
（1）石筆，天然或凝集板石製成者。
（2）棒型之天然粉筆（經鋸成或切成者）。
（3）調製之粉筆，通常袖硫酸鈣或硫酸鈣與碳酸鈣混合並加色料所調製成。
（4）繪圖炭筆，通常由「桃葉衛矛」木材所鍛燒成。
（5）蠟筆及著色粉筆，通常以白堊或粘土，著色料，假漆或蠟，酒精及松節油混合所製成。
（6）鉛筆及蠟筆，其筆芯裝置於硬質護層內。
（7）鉛筆芯（例如：由黑鉛粉（石墨）及粘土混合製成之黑色鉛筆芯；由金屬氧化物或其他礦物顏料與粘土，
白堊或蠟混合製成之彩色鉛筆芯；以粘土加染料如苯胺或洋紅染料配色製成之不易擦掉或複寫之鉛筆芯）。
（8）石蠟筆，以碳煙（燈之煤煙），蠟，肥皂及油脂製成。
（9）「陶瓷」蠟筆，以琺瑯顏料，脂肪，椰子油及蠟等製成。
本節包括鉛筆按裝有橡皮擦或其他配件者。
亦包含裁縫用粉條（其為滑石粉製造者）。
本節不包括：
（a）粗製白堊（第 25.09 節）。
（b）醫療鉛筆(例如抗偏頭痛)（第 30.04 節）。
（c）眉筆及其他化粧用筆(例如:眉筆、止血筆)（第 33.04 或 33.07 節）。
（d）撞球用止滑粉塊（第 95.04 節）。

96.10-具有繪寫面之石板及黑板，否裝框。
本節包括顯然供石筆、粉筆、毛尖及纖維尖簽字筆或螢光筆書寫或繪畫之石板及黑板（如學生用的石板，黑
板及公告板）。
此類物品，不論已否裝框，可由石板（包括凝集石板）或由其他材料（木材、紙板、紡織品、石棉水泥等）
製成，並於外層塗以石粉或任何其他材料或塑膠片，以便適於書寫。
黑板或石板得加製永久記號（線、方格、物品名單等）及裝有計算架者。
本節不包括非立即可供使用之繪寫用石板（第 25.14 或 68.03 節）。

96.11-手操作之日期印、標封印或編號印及類似品（包括標籤印壓器）；手操作之排字號手盤
及裝有排字號手盤之手操作印器。
本節包括日期印、標封印、類似印器及排字號手盤，倘若其為同一類型設計而可單獨以手使用者（日期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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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封印、類似印器等裝有一基座固定於桌、檯等，或設計於架子上使用者均不列入本節─參閱第 84.72 節之註解）。
這些物品包括：
（1）打封口蠟用之印戮，不論有無圖案及是否附有手把。
（2）各種印戮，無論是否裝有印刷帶或自動吸墨器者；例如：日期印戮，多功能印戮，打標籤及票券印戮，號
碼印戮（有無自動轉換功能）滾動印戮，口袋式印戮（通常指包括裝於保護盒內的印戮及打印台）。
（3）排字或植字盤，能接受可更換字體者。若干排字盤得含有永久之文字或圖案（例如郵局用之排字或植字盤
（郵戮），僅需更換日期。
（4）成組之手動小型打印器（非玩具外觀者）係以盒組成，盒中裝有以手操作之排字或植字盤、可更換之文字、
鑷子及打印台。
（5）手操作之票券打印器，附有日期及其他文字，亦含有打孔器者。
本節不包括：
（a）以鉛及蠟緘封之鉗子，在動物身上作記號之鉗（第 82.03 節）。
（b）打印烙鐵及衝印器（第 82.05 節）。
（c）未裝配之字母，數字或其他文字用於印刷機械上者（第 82.42 節）。其他各種未經裝配之活字按其所用之材
料而分配。
（d）手操作之印戮，含有底盤而用於乾凸版印刷者（第 84.72 節）。
（e）裝置有時計運轉之時間記錄打印器。例如：信件收發之打印器（第 91.06 節）。

96.12-已上墨或用不同方法配製使能產生相同效果之打字色帶或類似色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
匣者；打印台，不論是否上墨有無盒裝者均在內。
9612.10-色帶
9612.20-打印台
本節包括：
（1）色帶，不論是否裝於線軸或匣，供打字機，計算機或其他任何機器等含有一種裝置以此類色帶作印刷之用
者（自動天秤，打圖表機，打字電報機等）。
本節亦包括上墨之色帶，通常指裝有金屬固定裝置，用於氣壓記錄器、溫度記錄計等俾印刷及記錄此
類記錄器指針之動態者。
此類色帶通常由紡織品製成，但有時亦由塑膠材料或紙張製者。凡列入本節者，必須已上墨或經其他
配製而能產生蓋印之效果者。（例如以著色料、墨水等浸注於紡織帶內，或塗佈於塑膠扁條或紙張上）。
本節不包括：
（a）成捲之炭或其他複寫紙帶，不適於用作打字機等之色帶，但用於記帳、現金收支記錄器等，以產生複
印本者。此種色帶通常較打字機色帶寬潤甚多（通常寬度超過 3 公分），應列入第四十八章。
（b）色帶未經上墨、浸注、塗佈等配帶而尚無法產生蓋印效果者；此種帶應根據所用之材料分別列入第十
一類第三十九章。
（c）空線軸（依其所用之材料而分類）。
（2）打印台，不論是否上墨，供日期印戮等用者。通常以毛氈、紡織物或其他有吸收力之材料組成，裝於木、
金屬或塑膠材料製之支架上，通常成盒形者。
以手操作之油墨滾筒不列入本節，應按所用材料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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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3-抽菸用打火機及其他打火機，不論是否機械或電點火者及其零件，但不包括火石及芯。
9613.10-袖珍型瓦斯打火機，不能再裝填瓦斯者。
9613.20-袖珍型瓦斯打火機，可再裝填瓦斯者。
9613.80-其他打火機
9613.90-零件
本節包括：
（1）機械式打火機。
通常藉著軋有齒邊之輪轉動時碰觸「打火石」（通常由鐵鈰合金製）而產生火星。
（2）電氣打火機。
由電源或電池之電流產生火花，或有時由電阻器發生白熱。
（3）化學打火機。
此種打火機係以觸煤劑（通常係海棉白金）與瓦斯發生觸煤作用而產生白熱。
（4）非機械式打火機。
其中之一型係以容器組成，內含燃料儲存器及裝有鋼尖之小而可移動之金屬桿（打火器）。鋼尖在固
定於容器外側之火石上打火產生火花，點燃打火器鋼尖附近之易燃物質。
列入本節之打火機可能係袖珍型或置於桌上，或設計固定於牆上，裝於瓦斯爐上等者。本節亦包括裝
於汽車上或其他車輛上之點火器。
打火機與其他用具（如香菸盒、粉盒、具有數字盤之錶及電子計算機）聯合裝置時，應按照解釋準則
分類。
本節包含可識別係打火機之零件（例如外殼具有齒邊之輪子，空或裝滿燃料之儲存器）。
本節不包括屬於第 36.03 節之著火器，打火石（第 36.06 節），芯（第 59.08 或 70.19 節）或裝於容器內
（壺腹玻管、瓶、罐等）的燃料，用於裝填或再裝填抽菸用或其類似之打火機者(通常屬於第 36.06 節）。

96.14-菸斗（包括菸斗頭）及雪茄菸嘴或紙菸嘴及其零件。
本節包括：
（1）各種菸斗（包括印第安人用之菸斗，土耳其人用之長煙管，水菸筒等）。
（2）菸斗頭。
（3）雪茄菸嘴及捲菸嘴。
（4）石南根或木塊粗製成菸斗形者。
製造此類物品（或菸斗管、菸嘴或其他零件）最常用之材料為赤土陶及其他陶瓷、木材（黃楊木、櫻桃木等）
石南根、琥珀、海泡石、柯巴脂、象牙、珠母貝、硬化橡膠、塊滑石及粘土。
本節亦包括下列各項零件：菸斗管及菸斗嘴；菸斗蓋；具有吸收劑之菸斗頭；襯圈；內部零件（包括過濾管）
等。
本節不包括組件（如菸斗擦拭及清潔用具）；此類附件應列入其本身應行歸屬之節。

96.15-髮梳、髮夾及其類似品；髮針、捲髮及類似品（第 85.16 節所列者除外）及其零件。
-髮梳、髮夾及類似品：
9615.11--硬質橡膠或塑膠製
9615.19--其他
9615.90-其他
─ 1545 ─

Ch.96
本節包括：
（1）各種化粧用梳子，包括動物用梳子。
（2）各種裝飾用梳子，無論是個人裝飾用或保持髮型不變用者。
（3）髮夾及其類似品，保持髮型不變或作裝飾之用者。此類物品通常以塑膠、象牙、骨、角、龜殼、金屬材料
等製成。
（4）夾髮針。
（5）捲髮夾、捲髮柄、頭髮捲曲器及其類似品，無論有無包覆或配裝紡織物，橡膠或其他材料，唯屬於第 85.16
節者除外。
此類物品通常由卑金屬或塑膠製成。
此類物品如含有貴金屬或被覆貴金屬之金屬、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天然、合成或再造）者，應列入
第七十一章，但作為微小成分者除外。
本節不包括紡織頭帶（第十一類）

96.16-香水用噴霧器及盥洗用類似噴霧器及其瓶座與噴頭；化粧用粉撲及粉擦。
9616.10-香水用噴霧器及盥洗用類似噴霧器及其瓶座與噴頭
9616.20-化粧用粉撲及粉擦
本節包括：
（1）香水、美髮油及類似化粧品之噴霧器，不論係放於桌上或係袖珍型者，亦不論係供個人用或職業性用者。
此類物品係以儲存器組成，通常為瓶狀（玻璃、塑膠、金屬或其他材料製），瓶口裝有配件；配件上裝有
頭（連同造物機械裝置）及氣體壓力球（有時裝於紡織網之內）或活塞裝置。
（2）化粧用噴霧器配件。
（3）化粧用噴霧頭。
（4）粉撲及粉擦供化粧或盥洗用（撲面粉、胭脂、撲粉等）。此類物品可能由任何材料製成（天鵝或棉鳧絨，
動物毛或皮，織物絨頭、海棉乳膠等）。此類物品無論是否具有以象牙、龜殼、骨、塑膠、卑金屬、貴金
屬或包貴金屬之金屬等製之柄或裝飾物，仍列入本節。
本節不適用於：
（a）單獨進口之儲存器（瓶、肩瓶等）之用於香水噴霧器者（依照組成材料分類）。
（b）橡膠製球（第 40.14 節）。
（c）歸入第 84.24 節之散播或噴霧器具。
（d）屬於第 84.76 節之香水噴霧機。

96.17-具有外殼之保溫瓶及其他真空保溫器皿；上述物品之零件，不包括玻璃製膽。
本節包括下列各項：
（1）完整之真空瓶及其他類似真空容器。
本組包括真空罐、壺、玻璃水瓶等，設計供液體，食品或其他產品於合理時間內保持相當恆定的溫度。
這些製品通常包括一個雙層壁容器，通常為玻璃製，兩層壁間產生真空，以及金屬、塑膠或其他材質製之
保護殼，有時覆有紙、皮革、仿皮紡織布等。真空容器與外殼間可填充隔熱材料(玻璃纖維，軟木或氈）。
本節還包括無保護殼之雙層不銹鋼真空保溫瓶，供保溫使用。此種真空瓶之瓶蓋通常可作為杯子使用。
（2）保溫瓶或其他保溫容器之外層、蓋及杯，由金屬、塑膠材料等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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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不包括單獨進口之玻璃製內膽。（第 70.20 節）

96.18-裁縫用假人及其他體型；商店櫥窗用活動、生動陳列品。
本節包括：
（1）裁縫師及服裝師用假人：
此類物品係人體之模型，在服裝製作過程中使服裝適合人體之用者；通常此類物品僅代表人體之軀幹。
它們常有混凝紙、灰泥、塑膠材料等製成，但亦有以編織材料如甘蔗、蘆葦或柳條製成，其外層通常以紡
織材料被覆，並立於底座上以便調整其高度。
（2）其他體型及類似品。
這些物品之大小與真人之身體或身體之部分（例如：頭、軀幹、腿、臂及手）相同，係供展示衣服、
襪類、手套等用。此類體型係由上面第（1）項所列之材料所製成。如係表現整個人體者，其四肢通常具有
連接之關節以便表現不同之姿勢。這些體型亦可用作藝術家及雕塑家之模特兒及供醫科學生練習使用繃帶
及夾板之用。
本組物品不包括半面人型或人型之側影，其雖有時用以陳列商品，但用以指示方向者更多。此類物品
係由木、紙或金屬製成，應依照所用材料分類。
（3）商店櫥窗用之活動、生動陳列品。
這些物品包括活動之人體或動物模型，以至各種自動操作之器具，係供展覽商品及宣傳之用者。它們
得由任何材料製成，但通常以電動或機械操作。這些物品雖經常係新奇之物品，但其主要目的係以新奇方
式，使顧客對所展覽之商品或櫥窗中所陳列之特殊物品，引起注意。亦可能根據擬廣告商品及服務之性質
設計成各種形式。此類物品不僅做為展示吸引人之手段，且在某種情形下，可經由適當之動作說明商品之
質料及使用方法。
本節不包括：
（a）儀器或模型，僅設計供示範用者（第 90.23 節）。
（b）玩偶及玩具（第九十五章）。

96.19-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
本節涵蓋任何材料製之衛生棉【墊】和衛生棉塞、嬰兒用尿墊【尿布】及其裏襯及類似之物品，包括吸收性
衛生護理墊、成人尿失禁用尿墊【尿布】及內褲襯墊。
一般而言，本節之物品係一次性使用，多數物品之組成是由（a）裡層（例如：不織布），旨在透過毛細作
用帶走來自穿戴者皮膚之流體而防止皮膚發炎；（b）吸水芯層，收集和儲存流體直到此產品可丟棄，及（c）外
層（例如：如塑料），以防止流體從吸水芯層洩漏出來，本節物品通常成一定形狀可適合緊貼人體，本節也涵蓋
僅以紡織材料製成傳統之類似物品，通常經洗滌後重複使用。
本節不包括之產品，如一次性使用之手術布幔及病床、手術台和輪椅用之吸收墊或不吸水性之護理墊或其他
不吸水性物品（一般情況下，按其組成之材質分類）。

96.20-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
本節包括供照相機、攝像機、精密儀器等用以減少任意移動之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此類貨
品可伸縮且通常為攜帶式並配有快速釋放裝置或頭，以供簡單架設及釋放所支援之設備或儀器。可由任何材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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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例如，木材、鋁、碳或其組合。
單腳架係單腳支撐，有時也被稱為“獨腳架”。雙腳架係雙腳支撐以穩定運動之 2 軸。三腳架是一個三腳之
架座，可提供所支援裝置顯著之穩定性。
本節所稱”類似貨品”係指其具有與單腳架、雙腳架及三腳架相同之降低任意移動功能之 4 腳或更多腳之裝
置。”自拍架”，亦稱為”自拍桿”，係設計供握於手上，而不是立於地上之支架，可放置智慧型手機、照相機、
數位相機或影像攝錄機於桿末端之可調式夾持器上以供自拍用者，亦歸列於本節，不論其是否配有供拍攝之有線
或無線遙控裝置。
本節不包括：
（a）微音器架座(第 85.18 節)。
（b）供支撐樂器之架座(例如小鼓或薩克斯風)(第 92.09 節)。
（c）特別設計供第 93 章貨品使用之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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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章註:
1.─本章不包括：
（a）屬第 4907 節未經使用之郵票或印花稅票、明信片、信封、郵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及類似品。
（b）劇場用繪畫佈景、攝影場用繪畫背景及類似品（第 59.07 節），惟不包括可歸列第 97.06 節者。
（c）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第 71.01 節至 71.03 節）。
2.─第 97.02 節所稱「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係指藝術家全部用手制作之單塊版或數塊印版直接印製之黑白
或彩色原本，不論其使用何種方法或材料，但不包括使用機械或機械攝影方法者。
3.─第 97.03 節不適用於大量生產之複製品，或具有商業性之普通工藝品，即使是藝術家設計或創造者亦不適用。
4.─（A）除依上列章註 1 至章註 3 之規定外，本章之物品應歸入本章，不再歸入本分類任何其他章。
（B）第 97.06 節不適用於可歸入前幾節之物品。
5.─凡繪畫、素描、粉彩畫、美術拼貼或類似裝飾匾、凹版畫、版畫或石版畫所裝鑲之框架，得視為該項作品之
構成部分，但以該項框架對作品之種類及價值與其作品相稱者為限。

總

則

本章包括：
（A）若干藝術作品：以手繪製的繪畫、素描及粉彩畫，以及美術拼貼及類似裝飾匾（第 97.01 節）；凹版畫、版
畫及石版畫原跡（第 97.02 節）；雕塑品及雕像原作（第 97.03 節）。
（B）郵票、印花稅票、明信片、信封、郵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及其類似品，已使用或未經使用者，第 4907 節
所列者除外。
（C）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歷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學、貨幣學價值之收集品及珍
藏品（第 97.05 節）。
（D）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第 97.06 節）。
但應注意凡與本章各節或章註規定不符之物品應列入其他各章。
第 97.01 節至 97.05 節所列之物品，即使超過 100 年以上者，仍應列入其原屬之節。

97.01-以手繪製的繪畫、素描、粉彩畫，第 49.06 節之素描及手繪或手描製品除外；美術拼貼及
類似裝飾匾。
9701.10-繪畫、素描及粉彩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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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1.90-其他
（A）以手繪製的繪畫、素描、粉彩畫。第 49.06 節之素描及手繪或手工製品除外
本組包括以手繪製的繪畫、素描和粉彩畫（不論古代或現代），此類作品可能製成油畫、臘畫、，蛋彩畫、
壓克力畫、水彩畫、樹脂畫、粉彩畫、小畫像、插畫手稿、鉛筆素描（包括臘筆素描）、粉筆或鋼筆素描等，使
用任何材料者。
上述作品必須完全以手繪製，如全部或部分以其他方式得到之貨品不包括在此。例如，繪畫不論是否畫在畫
帆布上，但經過攝影方法完成；繪畫之輪廓線和素描部分雖經手工繪製。但其他過程經由凹版或印刷方式完成；
所謂繪晝「真跡」，其畫面經過覆蓋或孔版過程完成者，即使藝術家本身亦認定其為真跡，仍不歸列此項。
但繪畫仿製品，不論其藝術價值如何，若完全以手繪製者，歸入本節。
本組亦不包括：
（a）以手繪製之工業、建築、工程設計圖或素描原稿（第 49.06 節）。
（b）以手繪製之時裝模特兒、首飾、壁紙、家具等設計圖或素描原稿（第 49.06 節）。
（c）繪於畫布上的劇場佈景、背景或類似品（第 59.07 節或 97.06 節）。
（d）手工飾品，例如，壁飾用手繪織品、假日紀念品、盒和箱、陶藝器皿（盤、碟、花瓶等）所組成，此類物
品歸列其所屬之節別。

（B）拼貼畫及類似裝飾扁
本組包括拼貼畫及類似裝飾扁，係由各種動物、植物或其他材料組成為畫面或裝飾設計及圖案，並裱貼在木
板、紙或織品等襯底上，這類襯底可能可單純，亦可能視裝飾性或畫面因素，在襯底上以手上色或印製，使之成
為整體設計的一部分。拼貼畫的範圍在品質方面由低廉大量製造的商品到需要高度手工藝技巧的成品，它也可能
成為藝術精品。
以上所指，所謂「類似裝飾扁」不包括由單項材料構成的物品，即使它是裱貼在襯底上的，應更適合歸列入
本分類諸如塑膠、木頭、卑金屬等製之「裝飾品」之其他節中。此等物品應列入應屬節中（第 44.20、83.06 節）
等。
*
**

繪畫、素描、粉彩畫、美術拼貼或類似裝飾匾所鑲裝之框架，其與作品之種類及價值相稱者，始併該項作品
歸類於本節；其他情形，則框架應按其為木製品、金屬製品等個別歸入其適當之節（參見本章章註 5）。

97.02-凹版畫，版畫及石版畫原跡。
本節包括原版凹版畫，版畫和石版畫（不論古代或現代）等，它是藝術家用一塊版或多塊版，以手直接印製
成黑白或彩色版畫，其所用的材料方法不拘，但不包括機械或機械攝影之過程（見本章章註 2）。
假如符合前段所述之規定，由轉印技術（通常石版畫家在一開始製稿時，先將圖像畫在一張特殊紙上，再將
圖像轉印到石版面上）所製成之石版畫，可認為係原版作品，應歸入本節。
上述凹版製作，可能包括不同過程，如雕凹線法，直接刻線法，細點腐蝕法（酸水腐蝕法）、點刻法。
本節所指原版印刷，即使經過修飾者亦歸入本節。
原作、仿製品、贗品或複製品很難識別，但在有限的印製數目和所採用的紙張品質上，可能有助於分辨原作；
另一方面由半色調網版（用於照像凹版網線腐蝕法和凹版照像）及刻版通常在紙面上未留痕跡者均可顯示係仿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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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複製品。
凹版畫，版畫和石版畫所鑲裝之框架，其與作品之種類及價值相稱者，始併該項作品歸類於本節；其他情形，
則框架應按其為木製品、金屬製品等個別歸入其適當之節（參見本章章註 5）。
應注意者，本節不包括製造凹版之版材（銅版、鋅版、石版、木版或其他任何材料）（第 84.42 節）。

97.03-任何材料製之雕塑品及雕像原作。
本節包括古代或現代的原本雕刻品和雕像，這些作品可能用任何材料（石頭、再製石、赤陶土、木頭、象牙、
金屬、臘等）製成成圓雕、浮雕或凹雕（雕像、半身像、小雕像、群像、動物雕像等，包括建築物用之浮雕）。
此類作品得由不同方法製成，包括下列方式：其中一種由藝術家直接在硬質材料上雕刻而成；另一種係由藝
術家以軟性材料作成芻模，然後再鑄入青銅或石膏，或用火燒或其他方法使之硬化，或可能由藝術家以大理石或
其他硬質材料複製而成。
使用後種方法者，藝術家通常採取下列各項步驟：
首先將其構想以粘土或塑臘材料草擬一模型（通常為縮尺比例）；以此為基準，再製作一粘土模型，此類土
模很少出售，通常在翻製由藝術家在事前決定之有限數目的複製品後或陳列在美術館研究之後即行銷毀。此類複
製品包括最初由粘土直接翻製的「石膏模」，此石膏模既可作為石雕和木雕的模型，又可用來鑄造金屬或臘鑄。
因此，同樣的雕塑可能用大理石、木頭、臘、銅等翻製成二或三件「複製品」，或幾作赤陶土或石膏複製品。
不僅是最初的模型，甚至粘土模型，石膏模型及其他材料複製品，均可視為藝術家之原作；事實上，複製品無法
與最初製作的作品完全相同，因為每一件作品在製作階段中，均曾由藝術家加以修飾或修改或加入銅綠。又複製
品之數量很少超過十二件者。
因此本節不僅包括作品原件，亦包括由上述第二種方法製成之仿製品及複製品，不論是由藝術家本人或其他
藝術家製作者。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物品，即使是藝術家設計或創作者：
（a）具有商業性質之裝飾用雕塑。
（b）個人裝飾品及其他具有商業業性質之傳統手工藝作品（裝飾品、宗教雕像等）。
（c）大量生產的熟石膏、麻石膏、水泥、紙粘土等複製品。
此類物品除可歸列至第 71.16 節或 71.17 節之裝飾品以外，其他物品需依其構成材料分類（木頭列入第 44.20
節、石頭列入第 68.02 或 68.15 節，陶藝歸列第 69.13 節，卑金屬歸列至第 83.06 節等）。

97.04-郵票、印花稅票、明信片、信封、郵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及其類似品，已使用或未經
使用者，第 4907 節所列者除外。
除應依照下列第（1）、（2）兩項規定外，本節包括：
（A）所有郵票：即一般用於信件及郵包之郵票；欠資郵票等。
（B）各種印花稅票：收據票、掛號票、發行許可票、領事票券、印花稅票帶等。
（C）郵資符誌：在郵票發明前使用者，印有郵資符誌之信件，但未貼有郵票。
（D）貼有郵票之信封和明信片，包括「首日封」，通常在信封上蓋有「首日」，在一張（或一套）郵票上蓋有
發行日期，和「大量明信片」。後者是明信片上印有郵票和郵票設計之複製品。郵票是因蓋有一般或特殊
的設計和發行日而被取消。
（E）明信片、信封、郵簡（具有郵資符誌者）；免費遞送之信封、信卡、明信片、新聞紙郵遞封套等。
上述物品必須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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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使用者。或
（2）若未經使用，必須非當地國家現行或新發行者。
本節之物品包括大宗進口之郵票、（個別郵票已蓋日戳之集郵郵票、整張郵票），或郵票蒐集品。蒐
集郵票之集郵冊，其價值如與集郵郵票相稱者，應視為集郵郵票之一部分。
本節不包括：
（a）未印郵票之大量明信片或首日封（不論是否有插圖）（第 48.17 節或第四十九章）。
（b）當地國家現行或新發行，未經使用之郵票或印花稅票，蓋有郵資符誌的明信片、信封、郵簡及類似品（第
49.07 節）。
（c）私人或商業團體發行之「儲蓄票券」及零售商發行之票券，贈送客戶，以便購買其物品時，可用以抵償部
分貨款者（第 49.11 節）。

97.05-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解剖學、歷史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學、貨幣學
價值之收集品及珍藏品。
這些物品之實際價值通常很低，但由於數量稀少、類別或外觀而具有意義。本節包括：
（A）收藏品及珍藏品之具有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或解剖學之意義者，諸如：
（1）任何死動物，乾燥或液體浸泡保存者；內部經填塞物品之動物標本，適於收藏者。
（2）經吹乾或吸乾之蛋；裝於盒中或框裡之昆蟲等（已裝配成仿首飾或小飾物者除外）；空殼，但適於工
業用者除外。
（3）種子或植物，乾燥或保存於液體中者；植物標本薄。
（4）礦物標本（屬於第七十一章之寶石或半寶石除外）；化石標本。
（5）骨學標本（骨架、頭骨、骨）。
（6）解剖學及病理學標本。
（B）收藏品及珍藏品具有歷史學、人種學、古生物學或古學之意義者，例如：
（1）現存人類活動之物品，適用於研究早期人類的活動，例如：木乃伊、石棺、武器、用於祭拜之物品、
衣服製品、名人所有之物品。
（2）具有當代或早期人類之活動、行為、風俗習慣及特性之研究價值，例如：工具、武器或用於祭拜之物
品。
（3）研究化石用之地質學標本（絕種生物所留遺物，及在地層內所遺之痕跡），不論屬於動物或植物學者。
（C）收藏品及珍藏品具有貨幣學之意義者。
此類物品係呈現成套或零散之錢幣、不再法定流通之鈔票（非屬第 49.07 節者）及勳章；如屬於後者，一
批內通常每種錢幣或勳章僅有少數樣品，其顯然供收藏用者始歸列本節。
本節不包括不屬於珍藏品，亦不包括不能構成古錢幣學收集意義之錢幣或勳章（如任何錢幣或勳章大量裝運
者）；該類物品通常歸列第七十一章，但任何錢幣或勳章確定已損毀或彎曲而僅適用於重熔供回收金屬之用者，
則歸入廢金屬之節別。
當地國家發行法定貨幣之硬幣，即使置於禮品盒出售，仍歸入第 71.18 節。已鑲嵌成首飾之錢幣或勳章除外
（第七十一章或第 97.06 節）。
不再法定流通且不具收藏或珍藏意義之紙鈔，歸類於第 49.07 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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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慶祝、舉列、描述某些事情而製作具有商業性質之貨物，不論其數量或流通量是否限制，不歸入本
節，即具有歷史或貨幣學價值之收藏品，除非貨物本身在以後能因年代和稀有量達到某種價值。

97.06-年代超過 100 年之古董。
本節包括所有超過一百年以上之古董，但以不屬於第 97.01 至 97.05 節為限。此類物品之價值在於其年份之古
老及因此造成之稀少數量。
根據以上條件，本節包括：
（1）古董家具，框架及鑲板。
（2）印刷工業產品：古版本古書及其他書、樂譜、地圖、版畫（屬於第 97.02 節者除外）。
（3）花瓶及其他陶藝品。
（4）紡織品：地毯、掛氈、刺繡、花邊及其他紡織品。
（5）珠寶首飾。
（6）金、銀器皿（罐、杯、燭台、盤等）。
（7）鑲鉛邊的彩色玻璃窗。
（8）吊燈架及燈具。
（9）鐵器商及鎖匙匠所製之器物。
（10）裝在玻璃櫃中的小擺飾（盒、蜜餞盒、鼻煙盒、煙草銼刀、小箱、扇子等）。
（11）樂器。
（12）鐘錶。
（13）寶石雕刻品（浮雕寶石、雕刻之石）和刻印工具（印章等）。
本節包括曾經修補或修復之古董，但必須保留其原有之特性者；例如：古董家具含有現代製品之零件者（例
如供加強或修復用者）；古董掛氈，皮製品或紡織品，製於現代之木器上者。
本節不包括歸入第 71.01 至 71.03 節之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不論其年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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