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7.1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 

修正前、後稅則 8位碼對照表 

現行稅則 修正前稅則 

稅則號別 貨    名 稅則號別 貨    名 

 08041000 椰棗(海棗)，鮮或乾 ex 08041090 其他棗類，鮮或乾 

 08109080 鮮棗 ex 08041090 其他棗類，鮮或乾 

 08134031 紅棗乾（包括中藥用者）  08041010 紅棗乾（包括中藥用者） 

 08134032 黑棗乾  08041020 黑棗乾 

 08134039 其他乾棗類 ex 08041090 其他棗類，鮮或乾 

 19021110 
未烹飪之米粉條，未夾餡或

未調製，含蛋者 
 19021110 

未烹飪、未夾餡或調製之米

粉條，含蛋者 

 19021190 
其他未烹飪之粉條，未夾餡

或未調製，含蛋者 
 19021190 

其他未烹飪、未夾餡或調製

之粉條，含蛋者 

 19021910 
未烹飪之米粉條，未夾餡或

未調製，未含蛋者 
 19021910 

未烹飪、未夾餡或調製之米

粉條，未含蛋者 

 19021990 
其他未烹飪之粉條，未夾餡

或未調製，未含蛋者 
 19021990 

其他未烹飪、未夾餡或調製

之粉條，未含蛋者 

 22029090 
其他飲料，含糖或其他甜味

料或香料及其他未含酒精

飲料 

 22029090 其他飲料，含糖或其他甜味

料或香料，不含酒精者 

 22089060 寇恩酒（Ｋｏｒｎ）  22089060 穀類蒸餾酒（Ｋｏｒｎ） 

 29093050 八溴二苯醚、十溴二苯醚  29095030 八溴二苯醚、十溴二苯醚 

 54076110 
其他本色（未漂白）梭織

物，含聚酯非加工絲重量在

８５％及以上者" 

 54076110 
其他本色（未漂白）梭織

物，含非聚酯加工絲重量在

８５％及以上者 

 54076190 
其他梭織物，含聚酯非加工

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 
 54076190 

其他梭織物，含非聚酯加工

絲重量在８５％及以上者 



 56021000 
針軋氈呢及經針縫纖維製

之織物，不論是否經浸漬、

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56021000 
針織製氈及經針縫纖維製

之織物，不論是否經浸漬、

塗佈、被覆或黏合者 

 59114000 
用於榨油機或類似機器之

濾布，包括人髮製成者 
 59114000 

用於油壓機或類似機器之

濾布，包括人髮製成者 

 68151000 非電氣用石墨或碳精製品  68151000 非電器用石墨或碳精製品 

 70051010 
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經研

磨或拋光之平板玻璃，不含

金屬線，具有不反射層者 

 70051010 
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平板

玻璃，不含金屬線，具有不

反射層者 

 70051090 
其他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

經研磨或拋光之平板玻

璃，不含金屬線，具有吸收

或反射層者 

 70051090 其他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

平板玻璃，不含金屬線，具

有吸收或反射層者 

 70052100 
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經研

磨或拋光之平板玻璃，不含

金屬線，整塊著色玻璃（整

體著色者）、不透明、閃爍

或僅經表面研磨者 

 70052100 
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平板

玻璃，不含金屬線，整塊著

色玻璃（整體著色者）、不

透明、閃爍或僅經表面研磨

者 

 70052990 
其他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

經研磨或拋光之平板玻

璃，不含金屬線，且未經其

他方式加工者（不包括已列

入第 700510目及第 700521

目者） 

 70052990 其他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

平板玻璃，不含金屬線，且

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不包

括已列入第 700510目及第

700521目者） 

 70053000 
浮式平板玻璃及表面經研

磨或拋光之平板玻璃，含有

金屬線，不論有無吸收、反

射或不反射層，且未經其他

方式加工者 

 70053000 浮式平板玻璃及磨光平板

玻璃，含有金屬線，不論有

無吸收、反射或不反射層，

且未經其他方式加工者 

 84073100 
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火內

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不超

過５０ＣＣ者 

 84073100 
機動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

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

不超過５０ＣＣ者 

 84073200 
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火內

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超過

５０ＣＣ但不超過２５０

ＣＣ者 

 84073200 
機動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

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

超過５０ＣＣ但不超過２

５０ＣＣ者 



 84073390 
其他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

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

超過２５０ＣＣ但不超過

１０００ＣＣ 

 84073390 
其他機動車輛用往復式火

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

容量超過２５０ＣＣ但不

超過１０００ＣＣ 

 84073490 
其他車輛用往復式火花點

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容量

超過１０００ＣＣ 

 84073490 
其他機動車輛用往復式火

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汽缸

容量超過１０００ＣＣ 

 84082099 
其他車輛用壓縮點火內燃

活塞引擎 
 84082099 

其他機動車輛用壓縮點火

內燃活塞引擎 

 84254900 
其他千斤頂；昇高車輛用之

吊重機 
 84254900 

其他千斤頂；昇高機動車輛

用之吊重機 

 84269100 
設計安裝於公路車輛之其

他機械 
 84269100 

設計安裝於機動車輛之其

他機械 

 85045011 
供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

屬單元與通訊器具用之電

源供應器之其他電感器 

 85045011 
供自動資料處理機及其附

屬單元與通訊器具用之電

源供應器之其他感應器 

 85045019 
其他電感器，容量未超過１

００伏安 
 85045019 

其他感應器，容量未超過１

００伏安 

 85045090 其他電感器  85045090 其他感應器 

ex 85177010 
第８５１７節所屬貨品之

天線 
 85291011 

供無線電話及無線電報器

具用之天線 

ex 85177010 
第８５１７節所屬貨品之

天線 
ex 85177000 

第８５１７節所屬貨品之

零件 

 85177090 
其他第８５１７節所屬貨

品之零件 
ex 85177000 

第８５１７節所屬貨品之

零件 

 85185010 喊話筒  85182910 喊話筒 

 85185090 其他音響擴大機組  85185000 音響擴大機組 

 85219010 
雷射光學碟式錄放影機或

放影機 
 85219010 

雷射光學系統碟式放影機 

 85299011 
彩色電視機基座或印刷電

路板組件 
 85299011 

彩色電視機基座或基板組

合件 

 85299012 
單色電視機基座或印刷電

路板組件 
 85299012 

黑白電視機基座或基板組

合件 

 85369030 晶圓探針  85369030 晶圓探測器 



 85414040 
其他光伏打電池，不論是否

組成模組或製成板狀者 
 85414040 

光伏打電池，不論是否為各

體之集合或製造成組件者 

 85415000 其他半導體裝置  85415090 其他半導體裝置 

 85416010 石英晶體振盪器 ex 85415010 石英振盪晶體 

ex 71041000 合成或再製壓電水晶 ex 85415010 石英振盪晶體 

ex 71041000 合成或再製壓電水晶  71041000 合成或再製壓電水晶 

 85416090 其他已裝置壓電晶體  85416000 已裝置壓電晶體 

 85437021 電氣礦藏探測器  85437021 礦用電氣探測器 

 86090000 
貨櫃（包括運送流體用貨

櫃），具有特別設計及裝

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

式運送者 

 86090000 
貨櫃（包括運送液體用貨

櫃），具有特別設計及裝

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

式運送者 

 89059020 
燈船、消防船、起重船 

ex 
89059020 

燈船、消防船、起重船及其

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

船舶 

 89059090 
其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

之船舶 ex 
89059020 

燈船、消防船、起重船及其

他非以航行為主要任務之

船舶 

 90109090 
其他第９０１０節所屬物

品之零件及附件  
90109090 

其他照相（包括電影）沖印

室用器具及設備之零件及

附件 

ex 90278013 曝光計  90308910 光電曝光表 

ex 90278013 曝光計  90278013 曝光計 

 90308900 
其他第９０３０節所屬之

貨品 
 90308910 

光電曝光表 

 90308900 
其他第９０３０節所屬之

貨品 
 90308990 

其他第９０３０節所屬之

貨品 

 95030041 
縮減尺寸（比例）之模型組

合套件，不論是否活動模

型，第９５０３００３１及

 95030041 
縮減尺寸（比例）之模型組

合套件，不論是否活動模

型，第９５０３００目物品



９５０３００３９號物品

除外 

除外 

註: 稅則號別前標有 ex者，表示其所對應稅則號別之產品範圍僅為該稅則號別

產品範圍之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