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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2017 版第 41-97 章修正要點 (1)

因應聯合國農糧組織 (FAO) 之建議
 修正森林 ( 木材 ) 產品之分類：俾增加重要木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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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列農業用機械、器具之專目： 俾提升農業機械
之利用與貿易資料，包括可攜式噴霧器、免耕直接
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 堆肥散佈機、施肥機
；依引擎輸出功率大小細分農業曳引車

因應國際竹籐組織 (INBAR ）之要求： 增列竹或
藤製產品之專目；

增列塗佈或浸漬殺蟲劑之針織布或該等織物製成
之蚊帳製品之專目： 為提供對抗瘧疾商品之貿易
資料；

      



HS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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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1.31-- 木屑棒

4401.39-- 其他

HS 2017 

- 鋸屑、廢材（料）及殘
屑材，壓縮成棍、塊、
球或類似形狀者：

4401.31-- 木屑棒

4401.39-- 其他



增列第 4401.40 目

HS 2017
4401.40  鋸屑、廢
材 ( 料 ) 及殘屑材
，未壓縮者

HS 2012



分列第 4403.10 目
HS 2017 ＊

44.03 原木，不論是否去皮、
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 經油漆、染色劑、木焦油
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

4403.11-- 針葉樹類

4403.12-- 非針葉樹類

HS 2012

44.03 原木，不論是否去皮、
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4403.10- 經油漆、染色劑、木
焦油或其他防腐劑處理者



分列第 4403.20 目

HS 2017 ＊

- 其他，針葉樹類

4403.21-- 松類 ( 松屬 ) ，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厘米或以上

4403.22-- 其他松類 ( 松屬 )

4403.23-- 杉類 ( 杉屬 ) 及雲杉類 ( 雲杉屬 )
，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厘米或以上

4403.24-- 其他杉類 ( 杉屬 ) 及雲杉類 ( 雲杉
屬 )

4403.25-- 其他，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厘米
或以上

4403.26-- 其他

HS 2012

4403.20- 其他，針葉樹類



修正第 4403.4 目之貨名

HS 2017

- 其他，熱帶樹類：

4403.41-- 暗紅柳桉、淺紅柳
桉及巴考柳桉

4403.49-- 其他

HS 2012

- 其他，本章目註 1 所述熱帶
樹類：

4403.41-- 暗紅柳桉、淺紅柳
桉及巴考柳桉

4403.49-- 其他



分列第 4403.92 目，增列第 4403.95 – 4403.98 目

HS 2017 ＊ 

4403.93-- 山毛櫸類 ( 山毛櫸屬 )
，任一橫斷面尺寸在 15 厘米或
以上

4403.94-- 其他山毛櫸類 ( 山毛
櫸屬 )

4403.95-- 樺類 ( 樺屬 ) ，任一
橫斷面尺寸在 15 厘米或以上

4403.96-- 其他樺類 ( 樺屬 )

4403.97-- 楊類及白楊類 ( 楊屬 )

4403.98-- 桉類 ( 桉屬 )

4403.99— 其他

HS 2012

4403.92-- 山毛櫸（山毛櫸屬）

4403.99-- 其他



修正第 4408.3 目之貨名
HS 2017

- 熱帶樹類：

4408.31-- 暗紅柳桉、淺紅柳
桉及巴考柳桉

4408.39-- 其他

HS 2012

- 本章目註 2 所述熱帶樹類
：

4408.31-- 暗紅柳桉、淺紅柳
桉及巴考柳桉

4408.39--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4408.39 4408.39
ex4408.90- 其他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08.10.00 針葉樹類之供飾面用
、合板用或類似積層
材用單板，及其他經
縱鋸、平切或旋切之
木材，不論是否經刨
平、砂磨、併接或端
接，其厚度不超過６
公厘者

免稅

( 採貿易
加權平均
稅率 )

4408.10.21 平切兩外層均由針葉樹
木材製成且未含有粒片
板層之第４４１２節所
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單
板

免稅

4408.10.22 平切其他第４４１２節
所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
單板

8.5%

4408.10.90 其他針葉樹類之供飾面
用、合板用或類似積層
材用單板，及其他經縱
鋸、平切或旋切之木材
，不論是否經刨平、砂
磨、併接或端接，其厚
度不超過６公厘者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08.31.00 暗紅柳桉、淺紅柳桉
及巴考柳桉之供飾面
用、合板用或類似積
層材用單板，及其他
經縱鋸、平切或旋切
之木材，不論是否經
刨平、砂磨、併接或
端接，其厚度不超過
６公厘者

免稅

( 採貿易
加權平
均稅率 )

4408.31.21 平切兩外層均由針葉樹
木材製成且未含有粒片
板層之第４４１２節所
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單
板

免稅

4408.31.22 平切其他第４４１２節
所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
單板

8.5%

4408.31.90 其他暗紅柳桉、淺紅柳
桉及巴考柳桉之供飾面
用、合板用或類似積層
材用單板，及其他經縱
鋸、平切或旋切之木材
，不論是否經刨平、砂
磨、併接或端接，其厚
度不超過６公厘者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08.39.10 其他熱帶樹類之供飾面用單板
，由平切兩外層非均由針葉樹
木材製成之第４４１２節所屬
產品取得者

8.5% 4408.39.22 平切其他第４４１２節所屬產
品取得之飾面用單板

8.5%

4408.90.22 平切其他第４４１２節所屬產
品取得之飾面用單板

8.5%

4408.39.90 其他熱帶樹類之供飾面用、合
板用或類似積層材用單板，及
其他經縱鋸、平切或旋切之木
材，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
併接或端接，其厚度不超過６
公厘者

免稅 4408.39.21 平切兩外層均由針葉樹木材製
成且未含有粒片板層之第４４
１２節所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
單板

免稅

4408.90.21 平切兩外層均由針葉樹木材製
成且未含有粒片板層之第４４
１２節所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
單板

免稅

4408.39.90 其他本章目註二所述熱帶樹類
之供飾面用、合板用或類似積
層材用單板，及其他經縱鋸、
平切或旋切之木材，不論是否
經刨平、砂磨、併接或端接，
其厚度不超過６毫米者

免稅

4408.90.90 其他供飾面用、合板用或類似
積層材用單板，及其他經縱鋸
、平切或旋切之木材，不論是
否經刨平、砂磨、併接或端接
，其厚度不超過６公厘者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08.90.10 其他供飾面用單板，由
平切兩外層非均由針葉
樹木材製成之第 4412節
所屬產品取得者

8.5% 4408.90.22 平切其他第 4412節所
屬產品取得之飾面用單
板

8.5%

4408.90.90 其他供飾面用、合板用
或類似積層材用單板，
及其他經縱鋸、平切或
旋切之木材，不論是否
經刨平、砂磨、併接或
端接，其厚度不超過 6
公厘者

免稅 4408.90.21 平切兩外層均由針葉樹
木材製成且未含有粒片
板層之第 4412節所屬
產品取得之飾面用單板

免稅

4408.90.90 其他供飾面用、合板用
或類似積層材用單板，
及其他經縱鋸、平切或
旋切之木材，不論是否
經刨平、砂磨、併接或
端接，其厚度不超過 6
公厘者

免稅



修正第 4412.31 目之貨名 (HS2017) ，刪除第 4412.32 目、 增
列第 4412.33 及 4412.34 目、 修正第 4412.39 目之貨名

(HS2018)

HS 2017 ＊

- 其他全由單板（竹製除外）組成之合板，每層厚度
不超過 6 公厘者 :

4412.31--至少有一外層由熱帶樹類製成者

4412.33-- 其他，至少有一外層屬榿類 (榿屬 ) 、梣類
(梣屬 ) 、山毛櫸類 ( 山毛櫸屬 ) 、樺類 ( 樺屬 ) 、櫻
桃類 (李屬 ) 、栗類 (栗屬 ) 、榆類 (榆屬 ) 、桉類 (
桉屬 ) 、山核桃類 ( 山核桃屬 ) 、七葉樹類 (七葉樹
屬 ) 、石灰類 (椴屬 ) 、楓類 (楓屬 ) 、橡類 (櫟屬 )
、懸鈴木類 (懸鈴木屬 ) 、楊類及白楊類 ( 楊屬 ) 、
刺槐類 (刺槐屬 ) 、鬱金香類 (鵝掌楸屬 ) 或核桃類
(胡桃屬 ) 等非針葉樹類製成者

4412.34-- 其他，至少有一外層非屬第 4412.33 目所述
之非針葉樹類製成者

4412.39-- 其他，兩外層均由針葉樹類製成者

HS 2012

- 其他全由單板（竹製除
外）組成之合板，每層
厚度不超過 6 公厘者 :

4412.31--至少有一外層
由本章目註 2 所述熱帶
樹類製成者

4412.32-- 其他，至少有
一外層由非針葉樹木材
製成者

4412.39-- 其他



增訂竹製餐具廚具及其他竹製品之專目
4419.1 及 4421.91 目

HS 2017

4419 木製餐具及廚具

- 竹製：

4419.11-- 切麵包板、砧板及類似板

4419.12--筷子

4419.19-- 其他

4421 其他木製品

4421.10--衣架

- 其他

4421.91-- 竹製

4421.99-- 其他

HS 2012

4419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4419.00--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4421 其他木製品

4421.10--衣架

4421.90-- 其他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19.11.00 竹製麵包切板、砧板及
類似板

免稅 ex4419.00.00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免稅

4419.12.00 竹製筷子 免稅 ex4419.00.00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免稅

4419.19.00 其他竹製餐具及廚具 免稅 ex4419.00.00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免稅

4419.90.00 其他木製餐具及廚具 免稅 ex4419.00.00 桌上用木器皿及木廚具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4421.91.00
　
　
　
　
　
　

其他竹製品 免稅 4421.90.10 船舵，盲人用點字盤 免稅

4421.90.20 製模具用模型，各種木質
線板

免稅

4421.90.30 蜂箱 免稅

4421.90.40 紡織機用紗管 免稅

4421.90.50 其他木製線軸，錐形線軸
，縫紉線軸

免稅

4421.90.60 火柴棒 免稅

4421.90.90 其他木製品 免稅

4421.99.00 其他木製品 免稅 4421.90.10 船舵，盲人用點字盤 免稅

4421.90.20 製模具用模型，各種木質
線板

免稅

4421.90.30 蜂箱 免稅

4421.90.40 紡織機用紗管 免稅

4421.90.50 其他木製線軸，錐形線軸
，縫紉線軸

免稅

4421.90.60 火柴棒 免稅

4421.90.90 其他木製品 免稅



增列可攜式農業用或園藝用噴霧器之專目
HS2017
84.24-液體或粉末之發射、散播或
噴霧用機具（不論是否用手操作者
）；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噴鎗及類似用具；噴水蒸汽機或噴
砂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8424.10-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8424.20- 噴鎗及類似品

8424.30- 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
噴射機器

- 農業用或園藝用噴霧器

8424.41-- 可攜式噴霧器

8424.49— 其他

- 其他用具：

8424.82-- 農業或園藝用

8424.89-- 其他

8424.90-零件

HS2012
84.24-液體或粉末之發射、散播或噴
霧用機具（不論是否用手操作者）
；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噴
鎗及類似用具；噴水蒸汽機或噴砂
機及類似噴射機器

8424.10-滅火器，不論是否裝藥劑者

8424.20- 噴鎗及類似品

8424.30- 噴水蒸汽機或噴砂機及類似
噴射機器

- 其他用具：

8424.81-- 農業或園藝用

8424.89-- 其他

8424.90-零件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424.41

8424.49

8424.82

ex8424.81

ex8424.81

ex8424.81



分列免耕直接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之專目
8432.31

HS 2017
8432 農業、園藝或造林用土
壤整理及耕作機器；草地或
運動場地滾壓機

 - 播種機、種植機及移植機 :

8432.31- 免耕直接播種機、種
植機及移植機

8432.39- 其他

HS 2012
8432 農業、園藝或造林用
土壤整理及耕作機器；草
地或運動場地滾壓機

8432.30- 播種機、種植機及
移植機



分列 8701.90 目增訂農業機械用曳引車專目

HS2017
87.01 曳引車（不包括第 87.09節所列
者）

8701.10  - 單一車軸曳引車

8701.20-半拖車用之道路曳引車

8701.30-履帶曳引車

  - 其他，依引擎輸出功率  

8701.91 -- 不超過 18瓩者

8701.92 -- 超過 18瓩但不超過 37瓩者

8701.93 -- 超過 37瓩但不超過 75瓩者

8701.94 -- 超過 75瓩但不超過 130瓩者

8701.95 -- 超過 130瓩者

HS2012
87.01 曳引車（不包括第 87.09
節所列者）

8701.10-步行操縱曳引車

8701.20-半拖車用之道路曳引
車

8701.30-履帶曳引車

8701.90- 其他



HS2017 版第 41-97 章修正要點 (2)

 增列貿易量大之紡織產品專目：如聚丙烯單 (多 )股
絲紗、醋酸纖維素絲束、聚丙烯纖維棉、氈呢地毯
(1M2 ≧面積＞ 0.3M2) 等；

 合併無釉 ( 第 6907節 ) 與有釉 ( 第 6908節 ) 之陶瓷貼
面磚：基於業界不再以無釉、有釉區分，修正為依吸
水率高低分列；

 因應汽車工業之發展：修正第 8702 節 ( 大客車 ) 及
8703 節 ( 小客車 ) 之分類結構，依汽車之動力來源，
細分僅具汽油或柴油引擎、傳統油電混合或插电式油
電混合及全電動車等品目；



增訂聚丙烯纖維製單股絲紗之專目 54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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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撚度每公尺超過 50撚之單
股絲紗：

5402.5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52--聚酯製

5402.53--聚丙烯製

5402.5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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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撚度每公尺超過 50撚之單
股絲紗：

5402.5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52--聚酯製

5402.59-- 其他



增訂聚丙烯纖維製多股或粗股絲紗之專目 540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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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5402.6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62--聚酯製

5402.63--聚丙烯製

5402.6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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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5402.61--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402.62--聚酯製

5402.69-- 其他





增訂聚丙烯纖維棉之專目 5506.40
HS 2017

55.06 已初梳、已精梳或已另
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
維棉。

5506.1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506.20-聚酯製

5506.30-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
烯腈製

5506.40-聚丙烯製

5506.90- 其他

HS 2012

55.06 已初梳、已精梳或已另
行處理以供紡製用之合成纖
維棉。

5506.10-尼龍或其他聚醯胺製

5506.20-聚酯製

5506.30-聚丙烯腈或改質聚丙
烯腈製

5506.90- 其他



增訂氈呢地毯 1M2 ≧ 面積＞ 0.3M2

之專目 5704.20
HS 2017

57.04 氈呢地毯及其他覆地物，
非刺織或植毛者，不論完成
與否。

5704.10- 地磚型，最大面積為
0.3 平方公尺者

5704.20- 地磚型，最大面積為超
過0.3 平方米，但不超過1
平方米

5704.90- 其他

HS 2012

57.04 氈呢地毯及其他覆地物
，非刺織或植毛者，不
論完成與否。

5704.10- 地磚型，最大面積為
0.3 平方公尺者

5704.90- 其他



修正第 8703.2 目之目名 ( 範圍縮小 )

HS 2017
8703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

載客之機動車輛（第 8702節所列者除

外），包括旅行車及賽車

8703.10-特別設計之雪地旅行車

；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

- 其他車輛，僅具有火花點火

式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者︰
8703.21--汽缸容量不超過 1,000立方公
分者

8703.22--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1,500立方公分者

8703.23--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8703.24--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
者

HS 2012
8703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

動車輛（第 8702節所列者除外），包括

旅行車及賽車

8703.10-特別設計之雪地旅行車

；高爾夫球車及類似車

- 其他車輛，具有火花點火式
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者︰
8703.21--汽缸容量不超過 1,000立方公分
者

8703.22--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1,500立方公分者

8703.23--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8703.24--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不超
過 1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不超
過 10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0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15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0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15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
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
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
車）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修正第 8703.3 目目名 ( 縮小範圍 )

HS 2017
- 其他車輛，僅具有壓縮
點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柴
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
者︰
8703.31--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立方
公分者

8703.32--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
分，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分者

8703.33--汽缸容量超過 2,500立方公
分者

8703.90- 其他

HS 2012
- 其他車輛，具有壓縮點
火式內燃活塞引擎（柴
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
者︰
8703.31--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立方
公分者

8703.32--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
分，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分者

8703.33--汽缸容量超過 2,500立方公
分者

8703.90-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3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立方公
分者

17.5% ex8703.3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
及旅行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17.5%

8703.3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
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
1500立方公分者

17.5%

8703.3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
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
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分
者

17.5%

8703.3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立
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15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2500立方公
分者

17.5%

8703.33.11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2500立方公分
，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3.11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
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2500立
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
者

17.5%

8703.33.12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
者

17.5% ex8703.33.12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
及旅行車，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
方公分者

17.5%

8703.33.91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2500立
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3.91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 2500
立方公分，但不超過 3000立方公
分者

17.5%

8703.33.92 其他小客車，僅具有壓縮點火內燃活
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引擎者）
，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33.92 其他小客車，僅具有壓縮點火內
燃活塞引擎（柴油引擎或半柴油
引擎者），汽缸容量超過 3000立
方公分者

17.5%



新增油電混合動力車及電動車之專目 ( 小客車 )

HS2017
8703.40 - 其他車輛，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及
電動機動力者，不包括能夠藉由車外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
合動力車
8703.50 - 其他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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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能夠藉由車外電源
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
8703.60 – 其他車輛，兼具有火花點火內燃往復式活塞引擎及
電動機動力者，能夠藉由車外電源充電之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
車
8703.70 - 其他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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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藉由車外電源充電之
插電式油電混合動力車
8703.80 - 其他車輛，僅具有電動機動力者
8703.90- 其他

HS2012
8703.90-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703.70

8703.80

8703.90

ex8703.31 
ex8703.32 
ex8703.33 
ex8703.90 

ex8703.90 

ex8703.90 

HS 2017 HS 2012
8703.40

8703.50

8703.60

ex8703.21 
ex8703.22 
ex8703.23 
ex8703.24 
ex8703.90 

ex8703.31 
ex8703.32 
ex8703.33 
ex8703.90 

ex8703.21 
ex8703.22 
ex8703.23 
ex8703.24 
ex8703.90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40.10 救護車 免稅 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8703.40.90 其他車輛，兼
具有火花點火
內燃往復式活
塞引擎及電動
機動力者，不
包括能夠藉由
車外電源充電
之插電式油電
混合動力車

17.5% ex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
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
公分者

17.5%

ex8703.90.10 其他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

17.5%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
車輛

17.5%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50.10 救護車 免稅 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8703.50.90 其他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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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能
夠藉由車外電
源充電之插電
式油電混合動
力車

17.5% ex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
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
公分者

17.5%

ex8703.90.10 其他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

17.5%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
車輛

17.5%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60.10 救護車 免稅 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8703.60.90 其他車輛，兼
具有火花點火
內燃往復式活
塞引擎及電動
機動力者，能
夠藉由車外電
源充電之插電
式油電混合動
力車

17.5% ex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
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
公分者

17.5%

ex8703.90.10 其他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

17.5%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
車輛

17.5%



稅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8703.70.10 救護車 免稅 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8703.70.90 其他車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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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藉由
車外電源充電
之插電式油電
混合動力車

17.5% ex8703.21.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1.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不超過１０００立
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2.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０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公分，但不
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3.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１５００立方
公分，但不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10 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行車
，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公分者

17.5%

ex8703.24.90 其他小客車，汽缸容量超過３０００立方
公分者

17.5%

ex8703.90.10 其他轎式小客車（包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

17.5%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
車輛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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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80.10 救護車 免稅 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8703.80.90 其他車輛，僅具有電
動機動力者天然氣公
車

17.5% ex8703.90.10 其他轎式小客車（包
括篷車、跑車）及旅
行車

17.5%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主
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
車輛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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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03.90.10 救護車 免稅 ex8703.90.20 救護車 免稅

( 刪除 ) 8703.90.20 救護車 17.5%

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
他主要設計供載
客之機動車輛

10% ex8703.90.90 其他小客車及其他
主要設計供載客之
機動車輛

17.5%



HS2017 版第 41-97 章修正要點 (3)

配合貿易型態改變，反映目前貿易實情與新科技產品

，新增貿易量大或刪除貿易量小之專目：如刪除第

8469節「打字機； 文字處理機 」、修正新聞紙尺寸

、磨床之分類、增列綜合加工機、以雷射、其他光或
光子束加工之工具機、以電漿弧加工之工具機及水刀
切削機械及 LED燈之專目，另增訂第 85 章章註九

(乙 ) 第 4項，規範多元件積體電路 (MCOs) 之定義與

歸列第 8542節；

 修正節名、目名：使產品涵蓋範圍更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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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章章註四 ( 第 4801 節印報紙之尺寸規格變
更 )
HS 2017
第 48 章章註
四、本章所稱「印報紙」係指用於印製
報紙 (新聞紙 ) 之未塗佈紙，其含機械法
或化學機械法製得之木質纖維重量不少
於全部纖維重量之 50% ，未上膠或微上
膠，每面具有帕克印刷凸度 (1MPa) 粗糙
度超過 2.5微米 ( m)μ ，而每平方米重量
不小於 40 公克但不超過 65 公克者，及
僅適用於下述之紙：

(甲 ) 成條或捲筒，其寬度
超過 28 厘米者；或

(乙 ) 平版矩形 ( 包括正方
形 ) 未摺疊時，其一邊超過
28 厘米，而另一邊超過 15
厘米者。

HS 2012
第 48 章章註
四、本章所稱「印報紙」係指用於印製
報紙 (新聞紙 ) 之未塗佈紙，其含機械法
或化學機械法產生之木質紙纖維重量不
少於全部纖維量之百分之五十，未上膠
或少量上膠，紙面每一面之帕克印刷凸
度 (1MPa) 粗糙度超過 2.5微米 ( m)μ ，而
每平方公尺之基重在 40 公克及以上但不
超過 65 公克者。



修正第 48 章章註八 ( 第 4801 節印報紙之尺寸規格
變更 )

HS 2017
第 48 章章註

八、第 4803至 4809節僅適用
於下述之紙、紙板、纖維素
胎及纖維素紙：

(甲 ) 成條或捲筒，其寬度超
過 36 厘米者；或

(乙 )矩形平版 ( 包括正方形 )
未摺疊時，其一邊超過 36 厘
米，而另一邊超過 15 厘米者

HS 2012
第 48 章章註

八、第 4801 、 4803至 4809節
僅適用於下述之紙、紙板、
纖維素胎及纖維素紙：

(甲 ) 成條或捲筒，其寬度超
過 36 公分者；或

(乙 ) 未摺疊之長方形紙 ( 包
括正方形 ) ，其一邊超過 36
公分，而另一邊超過 15 公分
者



新增雷射工具機及電漿弧加工、水刀切削機之專目

HS2017
84.56 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
波、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
電漿弧切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
水射流）切削機械
- 以雷射、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8456.11-- 以雷射加工者
 8456.12-- 以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8456.20- 以超音波加工者
8456.30- 以放電加工者
8456.40- 以電漿弧加工者
8456.50- 水刀（水射流）切削機
8456.90- 其他

HS2012
84.56 以雷射、其他光、光子束、超音波、
放電、電化學、電子束、離子束或電漿弧切
削任何材料之工具機；水刀（水射流）切削
機械
8456.10- 以雷射、其他光或光子束加工者
8456.20- 以超音波加工者
8456.30- 以放電加工者
8456.90- 其他



修正第 8460 節項下「磨床」之分類
HS2017
84.60- 金屬或瓷金用磨石、研磨料及拋光
物以去粗邊、銳磨、輪磨、搪磨、研磨、
拋光或其他方式達成磨光作用之工具機，
第 84.61 節齒輪切削、齒輪研磨或齒輪精
製機除外
- 平面磨床：
8460.12-- 數值控制者
8460.19-- 其他
       - 其他磨床：
8460.22-- 無心磨床，數值控制者
8460.23-- 其他外圓磨床，數值控制者  

8460.24-- 其他，數值控制者
8460.29— 其他

HS2012
84.60- 金屬或瓷金用磨石、研磨料及拋光
物以去粗邊、銳磨、輪磨、搪磨、研磨、
拋光或其他方式達成磨光作用之工具機，
第84.61 節齒輪切削、齒輪研磨或齒輪精
製機除外
- 平面磨床，其任一軸之定位精確度至少
可設定至 0.01 公厘者：
8460.11-- 數值控制者
8460.19-- 其他
- 其他磨床，其任一軸之定位精確度至少
可設定至 0.01 公厘者：
8460.21-- 數值控制者
8460.29-- 其他



增訂第 84 章目註一
定義第 8465.20 目「綜合加工機」

HS2017
第 84 章

目註

一、第 8465.20 目所稱「綜

合加工機」僅適用於加工木
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

、硬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

，依機械程式自刀庫或類似

裝置自動更換刀具，以執行

不同型態機械加工之工具機

HS2012



新增「綜合加工機」之專目 8465.20
HS2017
84.65- 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
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加工工具機（包括
釘製、訂製、膠合或其他裝配工具機在內
）
8465.10- 工具機，在加工操作過程中，毋
須更換刀具而能完成不同操作者
8465.20- 綜合加工機
- 其他：
8465.91-- 鋸床
8465.92-- 鉋床、銑床或模製（切削製作）
機
8465.93-- 磨光機、砂光機或拋光機
8465.94-- 彎撓機或裝配機
8465.95-- 鑽孔機或榫眼機
8465.96-- 開縫機、切片機或剝切機
8465.99-- 其他

HS2012
84.65- 木材、軟木、骨材、硬質橡膠、硬
質塑膠或類似硬質材料加工工具機（包括
釘製、訂製、膠合或其他裝配工具機在內
）
8465.10- 工具機，在加工操作過程中，毋
須更換刀具而能完成不同操作者
- 其他：
8465.91-- 鋸床
8465.92-- 鉋床、銑床或模製（切削製作）
機
8465.93-- 磨光機、砂光機或拋光機
8465.94-- 彎撓機或裝配機
8465.95-- 鑽孔機或榫眼機
8465.96-- 開縫機、切片機或剝切機
8465.99--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465.91
8465.92
8465.93
8465.94
8465.95
8465.96
8465.99

ex8465.91
ex8465.92
ex8465.93
ex8465.94
ex8465.95
ex8465.96
ex8465.99

HS 2017 HS 2012
8465.20 ex8465.91

ex8465.92
ex8465.93
ex8465.94
ex8465.95
ex8465.96
ex8465.99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
平均進口
值 (新臺幣

千元 )

8465.20.00
　

綜合加工機
　

3%

(最大
貿易值
稅率 )

ex8465.91.00 鋸床 3% 176,214

ex8465.92.00 鉋床、銑床或模
製（切削製作）
機

3% 46,531

ex8465.93.00 磨光機、砂光機
或拋光機

3% 230,060

ex8465.94.00 彎撓機或裝配機 3.5% 9,421

ex8465.95.00 鑽孔機或榫眼機 3% 450,757

ex8465.96.00 開縫機、切片機
或剝切機

4% 214,495

ex8465.99.10 木工車床 3% 7,145

ex8465.99.90 其他第 8465節
所屬之工具機

4% 386,378



修正原第 8528.41 ， 8528.51 及 8528.61 目之分
類

HS2017
85.28-監視器及投影機，未裝有電視接收器
具；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電廣
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

-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8528.42-- 能直接連接第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
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49-- 其他
- 其他監視器：
8528.52-- 能直接連接第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
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59-- 其他
- 投影機：
8528.62-- 能直接連接第8471 節「自動資料處理系
統」以及設計與其配合使用者
8528.69-- 其他

HS2012
85.28-監視器及投影機，未裝有電視接收
器具；電視接收器具，不論是否裝有無線
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錄或放器具者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8528.41--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1節之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者

8528.49-- 其他

      - 其他監視器：

8528.51--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1節之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者

8528.59-- 其他

-投影機：

8528.61--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84.71節之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者

8528.69-- 其他



稅則轉換對照

HS 2017 HS 2012

8528.42

8528.49

8528.52

8528.59

8528.62

8528.69

8528.41
ex8528.49

ex8528.49

8528.51
ex8528.59

ex8528.59

8528.61
ex8528.69

ex8528.69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28.42.00 能直接連接第８４
７１節「自動資料
處理系統」以及設
計與其配合使用之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免稅

(最大
貿易值

法 )

8528.41.00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８４７１節「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之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免稅 2,741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免稅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2.4%
 Σ(進口值＊稅率 )/Σ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5.8%

ex8528.49.10 其他彩色陰極射線
管監視器

10% 592

ex8528.49.20 其他黑白或單色陰
極射線管監視器

7.5% 470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28.52.00 能直接連接第８４
７１節「自動資料
處理系統」以及設
計與其配合使用之
其他監視器

免稅 8528.51.00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８４７１節「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之
其他監視器

免稅 

備註：稅率中性轉換 ex8528.59.10 其他彩色非陰極射
線管監視器

免稅

ex8528.59.20 其他黑白或單色非
陰極射線管監視器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HS2017 貨名 稅率 HS2012 貨名 稅率

過去 3 年平
均進口值
(新臺幣千
元 )

8528.62.00 能直接連接第８４
７１節「自動資料
處理系統」以及設
計與其配合使用之
投影機

免稅

(最低
稅率
法 )

8528.61.00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８４７１節「自動
資料處理系統」之
投影機

免稅 26,372

備註：

1.最低稅率值法：免稅

2.最大貿易值法： 5%

3. 貿易加權平均值法： 4.9%
 Σ(進口值＊稅率 )/Σ進口值＊ 100%

4.算數平均值法： 3.3%

ex8528.69.10 其他彩色影像投射
機

5% 1,661,417

ex8528.69.20 其他黑白或單色影
像投射機

5% 1,332



修正第 74 章章註一 ( 丙 )
( 配合 2848 節之刪除 )

HS 2017
第 74 章章註

一、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
涵義如下：

(丙 )銅母合金

銅與以重量計超過銅之重
量 10％之其他元素之合金
， …。惟磷化銅（磷銅）
含磷重量超過 15％者歸列
第 2853節

HS 2012
第 74 章章註

一、 本章所用有關名詞之
涵義如下：

(丙 )銅母合金

銅與以重量計超過銅之重
量 10％之其他元素之合金
， …。惟磷化銅（磷銅）
含磷重量超過 15％者歸列
第 2848節



修正第 8205 節貨名
(將HS註解規定提升為法律位階，以確保分類一致 )

HS 2017
8205  未列名之手工具（包
括割玻璃之鑽石刀）；噴
燈；老虎鉗、夾子及類似
工具，但不包括工具機或
水刀（水射流）切削機械
之附件及零件；砧；手提
鍛爐；手搖或腳踏式之附
有架構之磨輪

HS 2012
8205  未列名之手工具（包
括割玻璃之鑽石刀）；噴
燈；老虎鉗、夾子及類似
工具，但不包括工具機之
附件及零件；砧；手提鍛
爐；手搖或腳踏式之附有
架構之磨輪



修正第 8308 節貨名
( 配合法文版內容修正 )

HS 2017
83.08  用於衣服或服飾附屬
品、鞋靴、首飾、腕錶、圖
書、遮陽蓬、皮革製品、旅
行用品或鞍具或用於其他製
品之卑金屬搭鈕、帶搭鈕之
框架、帶釦、帶釦搭鈕、鉤
、眼、環眼、及其類似品；
卑金屬製管形鉚釘及開口鉚
釘；卑金屬製珠子及亮片

HS 2012
83.08  用於衣服、靴鞋、帳
蓬、手提包、旅行用品或其
他已製作品之卑金屬搭鈕、
帶搭鈕之框架、帶扣、帶扣
搭鈕、鈎、眼、環眼及其類
似品；卑金屬管形鉚釘及開
口鉚釘；卑金屬珠及亮片



修正第 95 章章註一 ( 戊 )
( 提升 HS 註解第 9506 節規定之位階 )

HS 2017
第 95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戊 ) 屬於第 61 或 62 章之紡織

纖維製花式服裝；屬於第 61 或

62 章之紡織纖維製運動服裝及

服裝之特殊物品，不論是否附

帶含有保護組件，如肘、膝或

腹股溝區的襯墊或填充物 ( 例

如劍術服或足球守門員球衣 )
；

HS 2012
第 95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戊 ) 屬於第 61 或 62 章之紡
織纖維製運動服裝或花式服
裝；



新增第 9620 節
( 簡化分類原則 )

HS2017
96.20 單腳架、雙腳架
、三腳架及類似貨品

9620.00 單腳架、雙腳
架、三腳架及類似貨品

HS2012



修正第 44 章章註一之排除規定
( 配合第 9620 節之增列 )

HS 2017
第 44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
項：

(巳 ) 第 96 章之物品 (
例如煙斗及其零件、鈕
扣、鉛筆、單腳架、雙
腳架、三腳架及類似
品 )但第 9603節內木製
之本體及柄除外；或

HS 2012
第 44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
項：

(巳 ) 第 96 章之物品（
例如煙斗及其零件、鈕
扣、鉛筆）但第 9603
節內木製之本體及柄除
外；或



修正第 68 章章註一之排除項目
( 配合第 9620 節之增列 )

HS 2017
第 68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丑） 用第 96 章章註二（乙
）所述之材料製成之第 96.02
節物品；屬於第 96.06節之物
品（例如，鈕扣）；屬於第
96.09節之物品（例如，石筆
）；屬於第 96.10節之物品（
例如繪圖石板）或屬於第
96.20節之物品（單腳架，雙
腳架，三腳架及類似品）；
或

HS2012
第 68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丑）屬於第 96.02節之物
品，如其使用之材料，符合
第九十六章章註二（乙）之
規定者；屬於第 96.06節之
物品（例如，鈕扣）；屬於
第 96.09節之物品（例如，
石筆）；屬於第 96.10節之
物品（例如繪圖石板）；或



修正第 15 類類註一 ( 丑 ) 
( 配合第 9620 節之增列 )

HS 2017
第 15 類

類註一、本類不包括：

(丑 ) 屬於第 96 章之手用
篩、鈕釦、鋼筆、鉛筆
桿、鋼筆尖或、單腳架
、雙腳架、三角架及其
類似品或其他物品（雜
項製品）；或

HS 2012
第 15 類

類註一、本類不包括：

(丑 ) 屬於第 96 章之手用
篩、鈕釦、鋼筆、鉛筆
桿、鋼筆尖或其他物品
（雜項製品）；或



修正第 16 類類註一之排除規定
( 配合第 9620 節之增列 )

HS 2017
第 16 類類註

一、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巳）打字機或類似機器用
之色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
匣者（按構成之材質分類，
如已上墨或經其他而能產生
蓋印效果者歸入第 96.12節）
，或單腳架、雙腳架、三角
架及其類似品，則歸列第
9620節

HS 2012
第 16 類類註

一、本類不包括下列各項：

(巳 )打字機或類似機器用之
色帶，不論是否裝軸或裝匣
者（按構成之材質分類，或
如已上墨或其他配製方法而
能產生蓋印效果者歸入第
9612節）



修正第 94 章章註一之排除規定
( 配合第 9620 節之增列 )

HS 2017
第 94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子 ) 玩具性家具或玩具性燈
具或照明裝置（第 95.03 節）
，撞球檯或經特殊製作供遊
戲用（第 95.04 節）之其他家
具，魔術用家具或裝飾物品
（電動花冠除外）如中國燈
籠（第 95.05 節）；或

(丑 ) 單腳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類似貨品 ( 第 96.20 節 )

HS 2012
第 94 章章註

一、本章不包括下列各項：

(子 ) 玩具性家具或玩具性燈
具或照明裝置（第 95.03 節）
，撞球檯或經特殊製作供遊
戲用（第 95.04 節）之其他家
具，魔術用家具或裝飾物品
（電動花冠除外）如中國燈
籠（第 95.05 節）



稅則轉換對照 ( 第 9620 節 )
HS 2017 HS 2012

9620.00 ex3926.90
ex4421.90
ex6815.99
ex7326.90
ex7616.99
ex8431.39
ex8473.30
ex8487.90
ex8522.90
ex8529.90
ex9005.90
ex9006.91
ex9007.91
ex9015.90
ex9033.00
ex9209.99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 第 9620 節 )-1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9620.00.10 照相機用單腳架
、雙腳架、三腳
架及其類似品

2.5%
( 採最
大貿易
值 )

9006.91.10 照相機用三腳架 2.5%

ex9006.91.10 照相機其他零件及
附件

1.2%

9620.00.20 電影攝影機用單
腳架、雙腳架、
三腳架及其類似
品

2.5% ex9007.91.00 電影攝影機用零件
及附件

2.5%

9620.00.30 第 8428 、 8471
、 8521 、 8525
至 8528節所屬器
具用單腳架、雙
腳架、三腳架及
其類似品

免稅
( 採最
低稅
率 )

ex8431.39.00 其他第 8428節機器
用零件

免稅

ex8473.30.00 第 8471節機器之零
件及附件

免稅

ex8522.90.30 錄放影機零件及附
件

1%

ex8529.90.90 其他專用或主要用
於第 8525至 8528
節所屬器具之零件

免稅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 第 9620 節 )-2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9620.00.40 其他第 84 章機器
未列名通用之單腳
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其類似品

5% ex8487.90.90 其他本章未列名之
機械零件

5%

9620.00.50 唱盤、電唱機及錄
放音機用單腳架、
雙腳架、三腳架及
其類似品

7.5% ex8522.90.10 唱盤及電唱機之零
件及附件

7.5%

ex8522.90.29 其他錄放音機之零
件及附件

7.5%

9620.00.61 第 9005節所屬貨
品用單腳架、雙腳
架、三腳架及其類
似品

2.5% ex9005.90.00 第 9005節所屬貨品
之零件及附件（包
括架座）

2.5%

9620.00.62 第 9015節所屬貨
品用單腳架、雙腳
架、三腳架及其類
似品

1.7% ex9015.90.90 其他第 9015節所屬
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1.7%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 第 9620 節 )-3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9620.00.69 其 他 第 90 章 ( 第
9005.90 、 9007.91 及
9015.90目除外 ) 機器、
用具、儀器或器具未列
名通用之單腳架、雙腳
架、三腳架及其類似品

1.7% ex9033.00.90 其他本章未列名之機
器、用具、儀器或器
具之零件及附件

1.7% 

9620.00.70 除鋼琴、第 9202及
9207 節以外之樂器用
單腳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其類似品

3.5% ex9209.99.90 其他樂器之零件 3.5% 

9620.00.81 其他貨品用木製或碳纖
維製單腳架、雙腳架、
三腳架及其類似品

免稅
( 採最低
稅率 ) 

ex4421.90.90 其他木製品 免稅 

ex6815.99.11 碳纖維及其製品 1% 



稅則稅率轉換對照 ( 第 9620 節 )-4

修正稅號 修正貨名 稅率 現行稅號 現行貨名 稅率

9620.00.82 其他貨品用塑膠製單
腳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其類似品

5% ex3926.90.90 其他塑膠製品及第
3901至 3914節之材
料製成品

5% 

9620.00.83 其他貨品用鋼鐵製單
腳架、雙腳架、三腳
架及其類似品

6.2% ex7326.90.90 其他鋼鐵製品 6.2% 

9620.00.84 其他貨品用鋁製單腳
架、雙腳架、三腳架
及其類似品

5% ex7616.99.90 其他鋁製品 5% 

9620.00.90 其他單腳架、雙腳架
、三腳架及其類似品

5% 



結語： HS 2017 年版修正案內容可瀏覽 WCO 網
頁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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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strument-and-tools/hs-nomenclature-2017-
edi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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