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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簡介 (HS 公約、 WCO 及 HSC)

 HS (The 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coding System,簡稱HS或調合制
度 ，我國稱「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大陸稱「商品名稱及編碼協
調制度」 ) 由世界關務組織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簡稱WCO)管
理與維護，HS於1988年1月1日生效實施

 依據HS公約 (目前153個簽署會員 )第6條成立HS委員會
(Harmonized System Committee,簡稱HSC) ；第7條規定HS委員會之工
作與功能；第8條賦予WCO職掌審查或批准HS委員會決議

 HS 每5–6年修正一次，HS修正建議案件，由審查次級委員會
(Review Sub-Committee,簡稱 RSC)審議提出意見，送交HSC議決後，
再送WCO理事會批准採認，目前國際上採行HS 2012年版 (第5版)

，HS 2017年版將於2017年1月1日生效實施



國際商品統一分類制度 (HS) 結構圖示

法律性規範

HS 公約 ( 計 20
條 , 第 2 條規定
附件為公約之一
部分 )
附件 (HS 分類 )

解釋準則 (General Interpretative 
Rules, 簡稱 GIR)

節 (Headind,4 位碼 )

輔助性規範
(不具拘束
力 )

HS 註解 (Explanatory Notes)

HS 分類意見 (Classification Opinions)

HS 分類字母索引 (Alphabetical Index)

目註 (Subheading Note)

第一層目 (one-dash subheading,)
第二層目 (two-dash subheading,6 位
碼 )

HS 結構 類註 ( Section 
Note)章註 (Chapter Note)



稅則號別 ( 以 08044000 「鳳梨， 鮮或乾」為例 )
(Tariff Number, Tariff code, Tariff ite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國際商品統一分類號列 (HS code)

我國海關進口稅則號別 (Tariff code) 

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Classific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

HS 國際碼 關稅碼 統計碼

檢
查
碼

080440 00 00 2



HS 2017版修正背景
 HS 公約前言強調 HS 需配合科技與貿易型態之

改變，以確保與時並進 

 WCO 理事會在第 123/124 次會議 (2014.6 月 ) 
通過採納 HS 委員會所提交之 HS 修正案

 2014.6.27 WCO 祕書長通知 HS 公約參與會員 HS 
2017 版於 2017.1.1 生效實施

 2014.12.27 該修正案之異議期間 (6 個月 ) 結束，
視同 HS 公約參與會員接受該 HS 修正案



HS 修正程序

 Review 
Sub-Committee

HS Committee

WCO Council

 審查次級委員會
(RSC)

(2013 年 11 月 )

HS 委員會
(HSC)

(2014 年 3 月 )

WCO 理事會採認
(2014 年 6 月 )

HS 修正建議案



HS歷次修正情形

HS
1988.01.01
生效實施

HS1992

修正案
HS1996

修正案
HS2002

修正案
HS2007

修正案
HS2012

修正案
HS2017

修正案

4 位碼 ( 節 ) 
(Heading)

無修正 由原 1241
節修正為
1224節

由原 1224
節修正為

1244節

由原 1244
節修正為

1221節

由原 1221
節修正為

1224節

由原 1224
節修正為

(1222)節

6 位碼 ( 目 ) 
(Sub-

heading)

由原 5019目
修正為 5018
目

由原 5018目
修正為 5113
目

由原 5113目
修正為 5224
目

由原 5224目
修正為 5052
目

由原 5052目
修正為 5205
目

修正組數
(Sets of 

Amendment)

無 (主要係編
輯修正 )

393組 374組 354組 220組 233組

我國實施
日期

1997.06.01 2003.12.19 2009.01.01 2013.11.29 預定
2017.01.01



HS2017版修正範圍

 農產品 (1-24 章 )
 3- 4, 8, 12-13, 16, 19-22, 計 10章涉及修正，其中第 3章修
正較多，其餘小幅修正

工業產品 (25-97章 )
 27-31, 37- 40, 42, 44, 48, 54-55, 57, 60, 63, 68-69, 74, 82-83, 

87, 90, 92, 94-96計 28章涉及修正，其中第 29, 30, 38, 39, 
44, 69, 84, 85, 87, 94等 10章修正較多，其餘小幅修正

共修正 233組 (sets): 農產品 85組；化學品 45組；
木製品 13組；紡織品 15組；卑金屬 6組； 機電
產品 25組；車輛 18組；其他 26組 



HS2017版修正要點 (1)
 配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簡稱 FAO) 之建議：
特定魚種及漁產品範圍之修正：為加強糧食安全

監控之需要，及更好的資源管理

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無脊椎動物分類之修正：
基於該等產品在貿易及消費之重要性，另該細分
專目將使 HS 分類與聯合國主要產品分類（ United 

Nations 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 CPC）更趨一致；

墨魚 (Cuttle fish) 及魷魚 (Squid) 分類之修正：擴大
目前相關號列之範圍，俾類同屬種歸列同一群組 
；

修正森林 (木材 ) 產品之分類：俾增加重要木材產
品之貿易資料，包括分列瀕臨絕種之樹類、 熱帶
木及非熱帶針葉木等樹類。



第 0301.93目鯉魚的範圍擴大

HS 2017
03.01 活魚

0301.93--鯉魚 (鯉屬、鯽
屬、草魚、鰱屬、鯁
屬、青魚、真卡特拉
䰾、 野鯪屬、哈氏紋
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 )

0301.99— 其他

HS 2012
03.01 活魚

0301.93--鯉魚 (鯉、黑鯽
、草魚、鰱屬、鯁屬
、青魚 )

0301.99--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0301.93

0301.99

0301.93
ex0301.99

ex0301.99



修正第 0302.73目之貨名擴大其產品範圍

HS2017
03.02 生鮮或冷藏魚

0302.73--鯉魚 (鯉屬、鯽
屬、草魚、鰱屬、鯁
屬、青魚、真卡特拉
䰾、 野鯪屬、哈氏紋
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䰾、魴屬 )

HS2012
03.02 生鮮或冷藏魚

0302.73--鯉魚 (鯉、黑鯽
、草魚、鰱屬、鯁屬
、青魚 )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0302.73

0302.89

ex0302.73
ex0302.89

ex0302.89



擴大原第 0302.90目之範圍並分列專目

HS2017
  - 魚肝、魚卵、魚白、

魚鰭、魚頭、魚尾、
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
雜碎：

0302.91-- 魚肝、魚卵及
魚白

0302.92--鯊魚翅

0302.99-- 其他

HS2012
0302.90-肝及卵



第 0308.19及 0308.29目分列冷凍者
HS2017
03.08-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
或浸鹹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
類動物除外 ) ；燻    製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 ，不論係在
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適於人類食用之
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
除外 ) 粉、細粒及團粒。

           - 海參：

0308.11--活、生鮮或冷藏

0308.12--冷凍

0308.19-- 其他

      - 海膽 (球海膽屬、擬正海膽、拉文
海膽、食用正海膽 ) ：

0308.21--活、生鮮或冷藏

0308.22--冷凍

0308.29-- 其他

0308.30-水母 ( 海蜇屬 )

0308.90- 其他

HS2012
03.08-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
或浸鹹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
類動物除外 ) ；燻    製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物除外 ) ，不論係
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適於人類食用
之水產無脊椎動物 ( 甲殼類及軟體類動
物除外 ) 粉、細粒及團粒

           - 海參：

0308.11--活、生鮮或冷藏

0308.19-- 其他

      - 海膽 (球海膽屬、擬正海膽、拉文
海膽、食用正海膽 ) ：

0308.21--活、生鮮或冷藏

0308.29-- 其他

0308.30-水母 ( 海蜇屬 )

0308.90-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0308.12 

0308.19

0308.22

0308.29

ex0308.19

ex0308.19

ex0308.29

ex0308.29



刪除第 44 章目註二

HS 2012
第 44 章目註二：

第 4403.41至 4403.49 目、第 4407.21至
4407.29 目、第 4408.31至 4408.39 目，及
4412.31 目所稱熱帶樹類係指下述樹種之一：

亞布拉、卡雅桃花心木、非洲紅豆樹、耶口、
亞蘭柳桉、山查子木、安妮格、亞佛迪雷、亞
卓比、巴杜柳桉、輕木、白瓜利木、黑瓜利木
、卡迪佛、南美香樁、…、黃柳桉。

HS 2017



分列第 4401.10 目
HS 2017＊

44.01-薪材，呈圓木段、木
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
；木片或粒片；鋸屑、廢材
（料）及殘屑材，不論是否
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
狀者

-薪材，呈圓木段、木塊、木
枝、木束或類似形狀者

4401.11--針葉樹類

4401.12--非針葉樹類

HS 2012
44.01-薪材，呈圓木段、木
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
；木片或粒片；鋸屑、廢材
（料）及殘屑材，不論是否
壓縮成棍、塊、球或類似形
狀者

4401.10-薪材，呈圓木段、木
塊、木枝、木束或類似形狀
者



分列第 4406.10 及 4406.90 目
HS 2017＊ 

44.06 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 未經浸漬處理者：

4406.11--針葉樹類

4406.12--非針葉樹類

- 其他：

4406.91--針葉樹類

4406.92--非針葉樹類

HS 2012

44.06 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4406.10-未經防腐處理者

4406.90- 其他



分列第 4407.10 目
HS 2017＊ 

44.07 木材，經縱鋸或縱削、
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
平、砂磨或端接，其厚度超
過 6 公厘者

- 針葉樹類：

4407.11--松類 (松屬 )

4407.12--杉類 (杉屬 ) 及雲
杉類 (雲杉屬 )

4407.19-- 其他

 

HS 2012
44.07 木材，經縱鋸或縱削、
平切或旋切，不論是否經刨
平、砂磨或端接，其厚度超
過 6 公厘者

4407.10-針葉樹類



修正第 4407.2 目之貨名
HS 2017

-熱帶樹類：

4407.21--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屬）

4407.22--巴本木、南美雅楠及輕木

4407.25--暗紅柳桉、淺紅柳桉及巴
考柳桉

4407.26--白柳桉（包括White Lauan
、 White Meranti 、 White Seraya）
、黃柳桉及亞蘭柳桉

4407.27--沙比利桃花心木

4407.28--伊洛可木

4407.29-- 其他

HS 2012

-本章目註 2 所述熱帶樹類：

4407.21--桃花心木（桃花心木屬）

4407.22--巴本木、南美雅楠及輕木

4407.25--暗紅柳桉、淺紅柳桉及巴
考柳桉

4407.26--白柳桉（包括White Lauan
、 White Meranti 、 White Seraya）
、黃柳桉及亞蘭柳桉

4407.27--沙比利桃花心木

4407.28--伊洛可木

4407.29-- 其他



增列第 4407.96及 4407.97目

HS 2017
- 其他：

4407.91--橡木（槲屬）

4407.92--山毛櫸（山毛櫸屬
）

4407.93--槭木 (槭屬 )
4407.94--櫻桃木 (梅屬 )
4407.95--梣木 (梣屬 )
4407.96--樺類 (樺屬 )
4407.97--楊類及白楊類 (楊
屬 )
4407.99— 其他

HS 2012
- 其他：

4407.91--橡木（槲屬）

4407.92--山毛櫸（山毛櫸屬）

4407.93--槭木 (槭屬 )
4407.94--櫻桃木 (梅屬 )
4407.95--梣木 (梣屬 )
4407.99— 其他



增列第 4409.22 目
( 新增已加工熱帶樹類板材之專目 )

HS 2017

4409.10-針葉樹類

      -非針葉樹類：

4409.21--竹製

4409.22—熱帶樹類

4409.29-- 其他

HS 2012

4409.10-針葉樹類

      -非針葉樹類：

4409.21--竹製

4409.29-- 其他



增列木製組合式建築物之專目

HS2017
94.06 組合式建築物

9406.10 - 木製者
9406.90 - 其他

HS2012
94.06 組合式建築物

9406.00 組合式建築物



HS 2017版修正要點 (2)
因應國際竹籐組織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Bamboo and 

Rattan ，簡稱 INBAR）之要求，增訂竹或藤製產品之
專目；

增列數種供製造對抗瘧疾商品之專目：俾便捷該
等拯救人命產品之分類及其貿易資料。為提供數
種供製造抗瘧疾商品之貿易資料：便捷該等拯救
人命產品之貿易資料及分類



增訂第 4418.73及 4418.91竹製地板之專
目
HS 2017
- 已組成之地板：

4418.73--竹製或至少最上
層 (耐磨層 ) 為竹製者

4418.74-- 其他，馬賽克地
板

4418.75-- 其他，多層地板

4418.79-- 其他

- 其他：

4418.91--竹製

4418.99-- 其他

HS 2012
-已組成之地板 : 
4418.71—已組成之馬賽克
地板

4418.72-- 其他，多層地板

4418.79-- 其他

4418.90- 其他



增列竹製及藤製家具之專目
HS2017
9403-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其他材料製家具 ,包括藤、
柳、竹或類似材料製者：

9403.82--竹製者
9403.83--藤製者
9403.89--其他

HS2012
9403-其他家具及其零件

-其他材料製家具 ,包括藤、
柳、竹或類似材料製者：

9403.81--竹或藤製者
9403.89--其他



分列第 3002.10目

HS2017
  -抗毒血清、其他血液分離部分及免
疫產品，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
術方法取得者：
3002.11 --瘧疾檢測試劑組
3002.12 --抗毒血清及其他血液分離部
分
3002.13 --免疫產品，未混合，不具有
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4 --免疫產品，已混合，不具有
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5 --免疫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
包裝式樣者
3002.19 --其他

HS2012
3002.10-抗毒血清、其他血
液分離部分以及免疫產品，
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
術方法取得



第 38章新增目註二有關殺蟲劑等之規定

HS 2017
目註

二、第 3808.61 目至第
3808.69 目僅涵蓋第 38.08節
貨品，含有：亞滅寧 (ISO)
、免敵克 (ISO) 、畢芬寧
(ISO) 、克凡派 (ISO) 、賽扶
寧 (ISO) 、第滅寧 (INN, ISO)
、依芬寧 (INN) 、撲滅松
(ISO) 、賽洛寧 (ISO) 、馬拉
松 (ISO) 、亞特松 (ISO) 或
安丹 (ISO)

HS 2012



增訂第 3808.61-3808.69等 3目抗瘧疾用之殺蟲劑產
品

HS 2017
38.08 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
、除草劑、… . 消毒劑及類似產
品，已定型或包裝供零售用，
或調製品或成品者… ..

…………

  -本章目註 2 所列特定物質

3808.61--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
包裝

3808.62--淨重超過 300 公克但不
超過 7.5 公斤之包裝

3808.69-- 其他

- 其他：

3808.91--殺蟲劑

3808.92--殺菌劑

HS 2012
38.08-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
、除草劑、… . 消毒劑及類似產
品，已定型或包裝供零售用，
或調製品或成品者… ..

…………

3808.50-本章目註 1 所列特定物
質

- 其他：

3808.91--殺蟲劑

3808.92--殺菌劑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3808.61

3808.62

3808.69

ex3808.91

ex3808.91

ex3808.91





增訂「殺蟲劑浸漬或塗佈之經編針織物」之專目
6005.35

HS 2017

60.05 經編織物（包括在裝飾
織物機上作成者）第 60.01
至 60.04節除外

- 合成纖維製：

6005.35--本章目註一規定之
織物

6005.36--未漂白或漂白
6005.37--染色者
6005.38-- 異色紗織成者
6005.39--印花者

HS 2012

60.05 經編織物（包括在裝飾
織物機上作成者）第 60.01
至 60.04節除外

- 合成纖維製：
6005.31--未漂白或漂白
6005.32--染色者
6005.33-- 異色紗織成者
6005.34--印花者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6005.35

6005.36

6005.37

6005.38

6005.39

ex6005.31
ex6005.32
ex6005.33
ex6005.34

ex6005.31

ex6005.32

ex6005.33

ex6005.34



增訂第 63 章目註一
( 定義第 6304.20 目「本章目註一規定之蚊帳製品」 )

HS 2017 (HS 2018)
第 63 章目註
一、第 6304.20 目涵蓋經亞滅
寧 (alpha-cypermethrin) 、克凡派
(chlorfenapyr) 、第滅寧
(deltamethrin) 、賽洛寧 (lambda-
cyhalothrin) 、百滅寧
(permethrin) 或亞特松
(pirimiphos-methyl) 等殺蟲劑浸
漬或塗佈的經編針織物所製之
製品

HS 2012



增訂第 6304.20 目「本章目註一所述之蚊帳製品」

HS 2017 (HS 2018)

63.04 第 94.04節所列物品除外之
其他室內裝飾品

-床罩：

6304.1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19-- 其他

6304.20--本章目註一所述之蚊帳製
品

- 其他：

6304.9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2--棉製，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3-- 合成纖維製，非針織或鉤
針織者

6304.99-- 其他紡織材料製，非針織
或鉤針織者

HS 2012
63.04 第 94.04節所列物品除外之
其他室內裝飾品

-床罩：

6304.1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19-- 其他

- 其他：

6304.91--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2--棉製，非針織或鉤針織者

6304.93-- 合成纖維製，非針織或鉤
針織者

6304.99-- 其他紡織材料製，非針織
或鉤針織者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6304.20

6304.91

ex6304.91

ex6304.90



HS 2017版修正要點 (3)

針對化學武器公約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CWC) 之

特定化學物質、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 之某些
危險化學品與農藥、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之特定禁用或限制生產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POPs) ：增訂專目，便捷該等國際公約管控之特定物

質於國際間流動資料的蒐集與比較；

因應聯合國國際麻醉品管制局 (INCB) 要求，為監測及
管控特定醫藥製劑，包括麻黃鹼、假麻黃鹼、或新

麻黃鹼及 α苯乙酰乙腈 (APAAN) ，屬製造麻醉藥品之

前驅物 (pre-precursor) ，增訂該等化學品之專目。



配合化學武器公約增訂專目

HS2017
2812 非金屬之鹵化物及氧鹵化物

-氯化物及氧氯化物

2812.11--碳醯氯 (光氣 )
2812.12--氧氯化磷（磷醯氯）
2812.13--三氯化磷
2812.14--五氯化磷
2812.15--氯化硫
2812.16--二氯化硫
2812.17--亞硫醯氯 (二氯氧硫 )
2812.19-- 其他

HS2012
2812 非金屬之鹵化

物及氧鹵化物

2812.10-氯化物及氧
氯化物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2812.11
2812.12
2812.13
2812.14
2812.15
2812.16
2812.17
2812.19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ex2812.10



增列新目 2904.31至 2904.36
(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約 )

HS2017
2904 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

物，不論鹵化與否

2904.10-僅含磺基衍生物，其鹽類及
乙酯

2904.20-僅含硝基或僅含亞硝基之衍
生物

- 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及全氟辛烷
磺醯氟：

2904.31-- 全氟辛烷磺酸

2904.32-- 全氟辛烷磺酸銨

2904.33-- 全氟辛烷磺酸鋰

2904.34-- 全氟辛烷磺酸鉀

2904.35-- 其他全氟辛烷磺酸鹽

2904.36-- 全氟辛烷磺醯氟

2904.90- 其他

HS2012
2904 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
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2904.10-僅含磺基衍生物，其
鹽類及乙酯

2904.20-僅含硝基或僅含亞硝
基之衍生物

2904.90- 其他



增訂第 2926.40目
(屬製造麻醉藥品前驅物的監控 )

HS2017
29.26-腈官能基化合物

2926.10-丙烯腈

2926.20-1─氰胍（二氰醯胺）
2926.30-芬普雷斯（ INN）及
其鹽類；美沙冬（ INN）中間
體（ 4-氰基 -2-二甲基胺基 -
4,4-苯丁烷）

2926.40-α-苯基乙醯基乙腈

2926.90- 其他

HS2012
29.26-腈官能基化合物

2926.10-丙烯腈

2926.20-1─氰胍（二氰醯胺）
2926.30-芬普雷斯（ INN）及
其鹽類；美沙冬（ INN）中
間體（ 4-氰基 -2-二甲基胺
基 -4,4-苯丁烷）

2926.90- 其他

…警方指出，嫌犯等人從大陸
地區進口了二苯基乙醯基乙腈
，這種原料經過提煉，可以製
成安毒的先期原料苯丙酮，但
過程中卻不太會有刺鼻的酸臭
味，算是比較新的技術…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2926.40

2926.90

ex2926.90

ex2926.90



HS 2017版修正要點 (4)

配合貿易型態改變，反映目前貿易實情：

新增貿易量大或刪除貿易量小之專目，如 新增「不

含酒精之啤酒」專目；刪除貿易量低之第 2848  節 (併
入第 2853節 ) 及 8469節 (併入第 8472節 ) ；

基於業界貿易型態不再以無釉、有釉區分磁磚製品，

且新產品有很大貿易量歸列「其他」 ( 第 6907.90 及

6908.90 目 ) ，爰合併無釉 ( 第 6907節 ) 與有釉 ( 第 6908
節 ) 於第 6907節，並改以不同吸水率分列專目。



增列第 2202.91目「不含酒精之啤酒」

HS2017
2202 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
水（碳酸水），含糖或其
他甜味料或香料及其他未
含酒飲料，但不包括果汁
或蔬菜汁（第 2009節）

2202.10-飲水，包括礦泉水及
汽水（碳酸水），含糖或
其他甜味料或香料者

- 其他
2202.91--不含酒精之啤酒
2202.99-- 其他

HS2012
2202 飲水，包括礦泉水及汽
水（碳酸水），含糖或其
他甜味料或香料及其他未
含酒飲料，但不包括果汁
或蔬菜汁（第 2009節）

2202.10-飲水，包括礦泉水及
汽水（碳酸水），含糖或
其他甜味料或香料者

2202.90- 其他



瓷磚產品配合業界改為以吸水率區分 ( 原以有無釉 )

HS 2017
69.07 陶瓷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

面磚；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類似品，不論
有無褙襯者；飾面陶瓷。

- 第 6907.30 目及第 6907.40 目貨品以外之陶瓷
舖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6907.21--吸水率以重量計不超過 0.5%者

6907.22--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0.5% ，但不超過
10%者

6907.23--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10%者

6907.30- 第 6907.40 目貨品以外之陶瓷馬賽克立
方體及類似品

6907.40-飾面陶瓷 (Finishing ceramics)
(整飾陶瓷面磚 )(飾邊陶瓷 )
(飾角陶瓷 )(收邊陶瓷 )( 修邊陶瓷 )

HS 2012
69.07 無釉之陶瓷舖面磚、
貼面磚，包括爐面磚及
牆面磚；無釉之陶瓷馬
賽克立方體及類似品，
不論有無褙裡者

6907.10-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
形，其最大表面可被為
各邊長小於 7 公分之正
方形所包圍之面積者

6907.90- 其他



刪除第 6908節 ( 併入第 6907節 )

HS 2017 HS 2012
6908 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面磚
，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有釉之
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類似品，不
論有無褙裡者

6908.10-瓦、立方磚塊及類似品
，不論是否為長方形，其最大表
面可被為各邊長小於７公分之正
方形所包圍之面積者

6908.90-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6907.30

6907.40

ex6907.10
ex6907.90
ex6908.10
ex6908.90

ex6907.10
ex6907.90
ex6908.10
ex6908.90

HS 2017 HS 2012
6907.21

6907.22

6907.23

ex6907.10
ex6907.90
ex6908.10
ex6908.90

ex6907.10
ex6907.90
ex6908.10
ex6908.90

ex6907.10
ex6907.90
ex6908.10
ex6908.90



修正 HS註解對第 6907節之詮釋 (1)



修正 HS註解對第 6907節之詮釋 (2)



刪除第 8469節
( 因貿易量低，移列第 8472節「其他辦公室用機器」 )

HS2017 HS2012
84.69  打字機，不包括第
84.43節之列表機；文字處
理機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472.90 8469.00

8472.90



修正第 8473節之節名、刪除第 8473.10目、修正第
8473.50目之目名 (配合第 8469節之刪除 )

HS2017
84.73-專用或主要用於第84.70至84.72
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
除外）

-第84.70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21--第8470.10、8470.21或
8470.29目所列電子計算器用者
8473.29--其他
8473.30-第84.71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40-第84.72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50- 同時適用於第84.70至84.72等
節之二種或二種以上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HS2012
84.73-專用或主要用於第84.69至84.72節
機器之零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類似品除
外）。
8473.10-第84.69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第84.70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21--第8470.10、8470.21或
8470.29目所列電子計算器用者
8473.29--其他
8473.30-第84.71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40-第84.72節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8473.50- 同時適用於第84.69至84.72等
節之二種或二種以上機器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473030

8473.40

8473.50

8473.30

8473.10
8473.40
ex8473.50

ex8473.50



HS2017版修正要點 (5)

 修正節名、目名、類註、章註：如配合第 2848節與
第 8469節之刪除，或使涵蓋範圍更明確，； 

反映新科技，並確保分類統一：如增列 LED燈、油
電混合動力車 (hybrid) 、插電式油電車 (plug-in hybrid)
、全電動車輛 (all-electric) 之專目、第 85 章章註九

(乙 ) 第 4項規範多元件積體電路 (MCOs) 歸列第 8542
節與其定義；

新增第 9620節「單腳架、雙腳架、三腳架及其類似
品」 ，並配合修正相關類、章註之排除規定。



修正第 2206節貨名
(範圍更明確，提升 HS註解規定之位階 )

HS2017
2206 其他釀造飲料（如
蘋果酒、梨酒、蜂蜜
酒、清酒）；未列名
釀造飲料混合品或釀
造飲料與未含酒精成
分之飲料混合品

HS2012
2206 其他釀造飲料（如
蘋果酒、梨酒、蜂蜜
酒）；未列名釀造飲
料混合品或釀造飲料
與未含酒精成分之飲
料混合品



修正 5402.1 目及 5402.20 目之貨名
( 文字、範圍更明確 )

HS 2017

54.02- 合成纖維絲紗（縫紉線
除外），包括支數未達 67
分德士（ 60.3丹尼）之合
成纖維單絲，非供零售者。

 -高強力尼龍或其他聚醯胺
紗，不論是否經過加工：

5402.11--芳香族聚醯胺製

5402.19-- 其他

5402.20-高強力聚酯紗，不論
是否經過加工

(5402.3)- 加工紗：

HS 2012

54.02- 合成纖維絲紗（縫紉線除
外），包括支數未達 67 分德
士（ 60.3丹尼）之合成纖維
單絲，非供零售者。

 -高強力尼龍或其他聚醯胺紗
：

5402.11--芳香族聚醯胺製

5402.19-- 其他

5402.20-高強力聚酯紗

(5402.3)- 加工紗：



新增第 85章章註三
( 明確定義第 8507節之蓄電池，提升 HS註解規定之位階 )

HS 2017
章註 (插入以下新增之章註三 )

三、第 8507節所稱之｢蓄電池｣包

括附有使蓄電池可儲存能源及供應

能源，或保護其不受損壞之輔助組

件者，例如電氣連接器、溫度控制

裝置（如熱敏電阻）及電路保護裝

置，其亦可能包括使用於貨物之保

護性外殼。。

HS 2012



原第 85章章註八 ( 乙 )增列 (4)多元件積體電路 (MCOs 
)

並定義 MCOs(擴大第 8542節範圍包括多元件積體電路 )

HS 2017
第 85 章

章註九 (乙 )積體電路係指：

新增第 (4)項：

(4)多元件積體電路 (MCOs）：係由 1 個或
多個單石、混合或多晶粒積體電路，…

本定義相關用詞：

1. 「元件」可以為分立者，…

2. 「矽基」係指於…

3.(a) 「矽基感測器」係由…

(b) 「矽基致動器」係由…

(c) 「矽基共振器」係指由…

(d) 「矽基振盪器」係由…

HS 2012
第 85 章

章註八 (乙 )積體電
路係指：

(1)單石積體電路，…

(2)混合積體電路，…

(3)多晶粒積體電路，…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備註

8542.31

8542.32

8542.33

8542.39

8542.31
ex 第 84 、 85 、 90 、 93
及 95 章等適用之目

8542.32
ex 第 84 、 85 、 90 、 93
及 95 章等適用之目

8542.33
ex 第 84 、 85 、 90 、 93
及 95 章等適用之目

8542.39
ex 第 84 、 85 、 90 、 93
及 95 章等適用之目

左列所稱第
84 、 85 、 90 、 93 及 95
章等適用之目，係指目
前可能歸列以下各節
( 特別是，但不限 ) 的某
些產品： 8422, 8431, 
8443, 8450, 8466, 8473, 
8476, 8504, 8517, 8518, 
8522, 8529, 8530, 8531, 
8535, 8536, 8537, 8538, 
8543, 8548, 9025, 9026, 
9030, 9031, 9032, 9033, 
9305, 9306, 9504



新增「發光二極體燈泡」之專目 8539.50

HS2017
85.39-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包括
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紫外線或紅外線燈
泡；弧光燈；發光二極體燈泡

8539.10-密封式光束燈泡組

-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
或紅外線燈泡：

8539.21--鹵素鎢絲燈泡
8539.22-- 其他燈泡，功率未超過 200瓦
特及電壓超過 100伏特者

8539.29-- 其他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

8539.31--熱陰極螢光燈管

8539.32--水銀或鈉氣燈泡；金屬鹵化物
燈泡

8539.39-- 其他

-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

8539.41--弧光燈
8539.49-- 其他

8539.50—發光二極體燈泡

8539.90-零件

HS2012
85.39-燈絲電燈泡或放電式燈泡，包括
密封式光束燈泡組、紫外線或紅外線燈
泡；弧光燈

8539.10-密封式光束燈泡組

- 其他燈絲電燈泡，不包括紫外線燈泡
或紅外線燈泡：

8539.21--鹵素鎢絲燈泡
8539.22-- 其他燈泡，功率未超過 200瓦
特及電壓超過 100伏特者

8539.29-- 其他

-放電式燈泡，紫外線燈泡除外：

8539.31--熱陰極螢光燈管

8539.32--水銀或鈉氣燈泡；金屬鹵化物
燈泡

8539.39-- 其他

-紫外線或紅外線燈泡；弧光燈：

8539.41--弧光燈
8539.49-- 其他

8539.90-零件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備註

8539.50 ex8539.31
ex8539.49

按WCO/HS
委員會 2013
年發布之分
類裁決係將
發光二極體
燈泡暫歸列
8543.70 目



新增油電混合動力車及電動車之專目 ( 大客車 )

HS2017
87.02- 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
人）之機動車輛。
8702.10- 僅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
擎者（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8702.20 – 兼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
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及電
動機動力者
8702.30 - 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
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動力者  

8702.40 - 僅具有電動機動力者
8702.90-其他

HS2012
87.02- 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
人）之機動車輛。
8702.10-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者（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8702.90-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702.10

8702.20

8702.30

8702.40

8702.90

ex8702.10

ex8702.10
ex8702.90

ex8702.90

ex8702.90

ex8702.90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刪除 ) 8702.10.30 油電混合動力公共
汽車

25%

(刪除 ) 8702.90.20 電動公共汽車 25%

8702.10 僅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
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
柴油引擎）者

　 ex8702.10 具有壓縮點火式內
燃活塞引擎（柴油
引擎或半柴油引
擎）者

　

8702.10.10機坪接駁車 免稅 ex8702.10.10 機坪接駁車 免稅

8702.10.20低底盤公車，其前後車
門入口處無階梯，且車
內地板至地面高度未超
過３５公分者

15% ex8702.10.20 低底盤公車，其前
後車門入口處無階
梯，且車內地板至
地面高度未超過３
５公分者

15%

8702.10.90其他僅具有壓縮點火內
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
或半柴油引擎）者

25% ex8702.10.90 其他具有壓縮點火
式內燃活塞引擎
（柴油引擎或半柴
油引擎）者

25%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8702.20
(增列 )

兼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
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
擎）及電動機動力者

ex8702.10 具有壓縮點火式內燃活塞引
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
擎）者

ex8702.90 其他

8702.20.10
(增列 )

機坪接駁車
　

免稅
　

ex8702.10.10 具有壓縮點火式內燃活塞引
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
擎）之機坪接駁車

免稅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
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25%

8702.20.20
(增列 )

低底盤公車，其前後車門入
口處無階梯，且車內地板至
地面高度未超過３５公分者

15% ex8702.10.20 低底盤公車，其前後車門入
口處無階梯，且車內地板至
地面高度未超過３５公分者

1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
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25%

8702.20.90
(增列 )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
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兼
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
及電動機動力者

25% ex8702.10.30 油電混合動力公共汽車 25%

ex8702.10.90 其他具有壓縮點火式內燃活
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
引擎）者

2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
括駕駛人）之機動車輛

25%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8702.30
(增列 )

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
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動力
者

8702.90 其他

8702.30.10
(增列 )

機坪接駁車 免稅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
（包括駕駛人）之機動
車輛

25%

8702.30.20
(增列 )

低底盤公車，其前後車門
入口處無階梯，且車內地
板至地面高度未超過３５
公分者

1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
（包括駕駛人）之機動
車輛

25%

8702.30.90
(增列 )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
（包括駕駛人）之機動車
輛，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
往復式活塞引擎及電動機
動力者

2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
（包括駕駛人）之機動
車輛

25%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8702.40
(增列 )

僅具有電動機動力者 　 ex8702.90 其他 　

8702.40.10
(增列 )

機坪接駁車 免稅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
上（包括駕駛人）之
機動車輛

25%

8702.40.20
(增列 )

低底盤公車，其前後車
門入口處無階梯，且車
內地板至地面高度未超
過３５公分者

1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
上（包括駕駛人）之
機動車輛

25%

8702.40.90
(增列 )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上
（包括駕駛人）之機動
車輛，僅具有電動機動
力者
　

25%
　

ex8702.90.20 電動公共汽車 2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以
上（包括駕駛人）之
機動車輛

25%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HS 2017 貨名 稅率 HS 2012 貨名 稅率

8702.90 其他 ex8702.90 其他

8702.90.10 天然氣公車 10% 8702.90.10 天然氣公車 10%

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及
以上（包括駕駛
人）之機動
車輛

25% ex8702.90.90 其他供載客十人
及以上（包括駕
駛人）之機動
車輛

25%



增訂電動機車之專目 8711.60

HS2017
87.11-機器腳踏車（包括機器腳踏兩用
車）及裝有輔助動力之腳踏車（有無邊
車者均在內）；邊車

8711.1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未超過 50立方公分

8711.2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5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立方公分者

8711.3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25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500立方公分

8711.4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800立方公分

8711.5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800立方公分者

8711.60-裝有電動機動力者

8711.90- 其他

HS2012
87.11-機器腳踏車（包括機器腳踏兩用
車）及裝有輔助動力之腳踏車（有無邊
車者均在內）；邊車。

8711.1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未超過 50立方公分。

8711.2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5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立方公分者。

8711.3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25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500立方公分。

8711.4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800立方公分。

8711.50-裝有往復式內燃活塞引擎，其
汽缸容量超過 800立方公分者，

8711.90-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711.60

8711.90

ex8711.90

ex8711.90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8711.60.10
(增列 )

機器腳踏車，裝有電
動機動力者

18% 8711.90.20 其他機器腳踏車 18%

8711.60.20
(增列 )

腳踏車，裝有電動機
動力者

20% 8711.90.30 其他腳踏車，裝有
輔助動力者

20%



稅率轉換原則

稅則之稅率採中性轉換為原則

遇有多項稅號併為一項時，稅率採 WTO
認可之方式：
最低稅率值法

最大貿易值法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算術平均值法



範例 (1)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472.90.70打字機，不包括第
8443節之列表機；
文字處理機

免稅 

(中性轉
換 )

8469.00.10文字處理機 免稅 

8469.00.20自動打字機 免稅 

8469.00.31電動打字機，重量
（不包括外箱）不超
過 12 公斤者

免稅 

8469.00.39 其他電動打字機 免稅 

8469.00.40盲人點字打字機 免稅 

8469.00.51非電動打字機，重量
（不包括外箱）不超
過 12 公斤者

免稅 

8469.00.59 其他非電動打字機 免稅 



範例 (2)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6907.21.00 吸水率以重量計不超過
0.5％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
磚，列入第 6907.30 目及
第 6907.40 目者除外

10%

(最大貿
易值法 )

ex6907.10.00 無釉陶瓷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小
於 7 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2,184

ex6907.90.00 其他無釉陶瓷舖面磚、貼面
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無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
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710 目者除
外）

10% 2,388,944

ex6908.10.00 有釉之陶瓷瓦、立方磚塊及
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
小於７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者，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15,157

ex6908.90.00 其他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有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
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810 目者除
外）

8% 2,085,157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8%
2.最大貿易值法： 10%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9.1%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9.5%



範例 (3)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6907.22.00 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0.5%
，但不超過 10% 之陶瓷舖
面磚、貼面磚，包括爐面
磚及牆面磚，列入第
6907.30 目及第 6907.40 目
者除外

10%

(最大貿
易值法 )

ex6907.10.00
無釉陶瓷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小
於 7 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2,184

ex6907.90.00 其他無釉陶瓷舖面磚、貼面
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無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
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710 目者除
外）

10% 2,388,944

ex6908.10.00 有釉之陶瓷瓦、立方磚塊及
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
小於７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者，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15,157

ex6908.90.00 其他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有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
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810 目者除
外）

8% 2,085,157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8%
2.最大貿易值法： 10%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9.1%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9.5%



範例 (4)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6907.23.00 吸水率以重量計超過 10%
之陶瓷舖面磚、貼面磚，
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列
入第 6907.30 目及第
6907.40 目者除外

10%

(最大貿
易值法 )

ex6907.10.00 無釉陶瓷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小
於 7 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2,184

ex6907.90.00 其他無釉陶瓷舖面磚、貼面
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無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
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710 目者除
外）

10% 2,388,944

ex6908.10.00 有釉之陶瓷瓦、立方磚塊及
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
小於７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者，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15,157

ex6908.90.00 其他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有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
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810 目者除
外）

8% 2,085,157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8%
2.最大貿易值法： 10%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9.1%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9.5%



範例 (5)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6907.30.00 陶瓷馬賽克磚及類似品，
列入第 6907.40 目者除外
，不論有無褙襯者

10%

(最大貿
易值法 )

ex6907.10.00 無釉陶瓷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小
於 7 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2,184

ex6907.90.00 其他無釉陶瓷舖面磚、貼面
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無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
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710 目者除
外）

10% 2,388,944

ex6908.10.00 有釉之陶瓷瓦、立方磚塊及
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
小於７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者，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15,157

ex6908.90.00 其他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有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
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810 目者除
外）

8% 2,085,157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8%
2.最大貿易值法： 10%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9.1%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9.5%



範例 (6)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6907.40.00 飾面陶瓷 10%

(最大貿
易值法 )

ex6907.10.00 無釉陶瓷瓦、立方磚塊及類
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小
於 7 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2,184

ex6907.90.00 其他無釉陶瓷舖面磚、貼面
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無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及
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710 目者除
外）

10% 2,388,944

ex6908.10.00 有釉之陶瓷瓦、立方磚塊及
類似品，不論是否為長方形
，其最大表面可被為各邊長
小於７公分之正方形所包圍
者，不論有無褙裡者

10% 15,157

ex6908.90.00 其他有釉之陶瓷舖面磚、貼
面磚，包括爐面磚及牆面磚
；有釉之陶瓷馬賽克立方體
及類似品，不論有無褙裡者
（已列入第 690810 目者除
外）

8% 2,085,157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8%
2.最大貿易值法： 10%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9.1%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9.5%



範例 (7)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39.50.00發光二極體燈
泡

3.4%

(最大貿
易值法 )

8539.10.00 密封式光束燈泡
組

5% 533,221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 3.4%

2.最大貿易值法： 3.4%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4.0%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4.2%

8539.49.20 紅外線燈泡 3.4% 871,501



範例 (8)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42.31.00 處理器及控制器
，不論是否併裝
有記憶體、轉換
器、邏輯電路、
放大
器、計時器及計
時電路或其他電
路

免稅

(最低
稅率值

法 )

8542.31.00 處理器及控制器
，不論是否併裝
有記憶體、轉換
器、邏輯電路、
放大
器、計時器及計
時電路或其他電
路

免稅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第 84 、 85
、 90 、 93
、 95 等章適
用之節

原歸列於左列各
章適用節，屬於
｢處理器及控制
器｣類別之｢多元
件積體電路
(MCOs)

免
稅、 2
.5% 、
5% 、 1
0% 等
多種不
同稅率 



範例 (9)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42.32.00 記憶體 免稅

(最低
稅率值

法 )

8542.31.00 記憶體 免稅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第 84 、 85
、 90 、 93
、 95 等章適
用之節

原歸列於左列各
章適用節，屬於
｢記憶體｣類別之
｢多元件積體電
路 (MCOs)

免
稅、 2
.5% 、
5% 、 1
0% 等
不同稅
率 



範例 (10)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42.33.00 放大器 免稅

(最低
稅率值

法 )

8542.33.00 放大器 免稅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第 84 、 85
、 90 、 93
、 95 等章適
用之節

原歸列於左列各
章適用節，屬於
｢放大器｣類別之
｢多元件積體電
路 (MCOs)

免
稅、 2
.5% 、
5% 、 1
0% 等
不同稅
率 



範例 (11)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42.34.00 其他積體電路 免稅

(最低
稅率值

法 )

8542.34.00 其他積體電路 免稅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Σ( 進口值＊稅率 )/Σ 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第 84 、 85
、 90 、 93
、 95 等章適
用之節

原歸列於左列各
章適用節，屬於
｢其他積體電路｣
類別之｢多元件
積體電路
(MCOs)

免
稅、 2
.5% 、
5% 、 1
0% 等
不同稅
率 



結語： 

       

HS 2017 年版詳細修正內容可瀏覽 WCO 網
頁

1.WCO網址： http://www.wcoomd.org/en.aspx
2. 點選路徑： TOPICS/NOMENCL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GOODS/Instruments and 
Tools/HS Nomenclature 2017 Edition

3. 或直接

http://www.wcoomd.org/en/topics/nomenclature/inst
rument-and-tools/hs-nomenclature-2017-edi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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