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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名：電扇 稅則： 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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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名：電扇 稅則： 8414.??



  

貨名：電扇 稅則： 8414.??

電腦風扇 25W

工業壁扇 250W



  

貨名：鐵罐 稅則： 73??



  

貨名：鐵罐 稅則： 73??



  

貨名：鐵罐 稅則： 73??

馬口鐵易開罐 300CC

鍍鋅鋼油桶  200 公升

保鮮不銹鋼密封罐 5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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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討

•鋼鐵材料分類原則(第 72章 )
•鋼鐵網製品 (第 73章 )
•滾軋輪 (第 84章 )

• 乾濕分離 -- 淋浴間(第 73章、第 76章 )

• 快速接頭 (第 73章、第 84章 )
•撓性管 (第 83章 )
•馬口鐵罐 (第 73章 )
•玻璃門小冰箱 (第 84章 )



  

案例研討 -- 鋼鐵材料分類 (第 72
章 )

•第一分章： 7201-7205
–生鐵、鏡鐵、合金鐵和其他初級材料



  

案例研討 -- 鋼鐵材料分類 (第 72
章 )

•第二分章： 7206-7217
–鐵或非合金鋼製品



  

案例研討 -- 鋼鐵材料分類 (第 72
章 )

•第三分章： 7218-7223
–不銹鋼製品



  

案例研討 -- 鋼鐵材料分類 (第 72
章 )

•第四分章： 7224-7229
–其他合金鋼製品



  

•各分章包括下列鐵製品或非合金鋼製品：

案例研討 -- 鋼鐵材料分類 (第 72
章 )



  

總則（Ⅳ）成品之產製 （ C）後續製造及整理 

製成品有進一步加工處理或經由以下一系列加工轉化成其他物品者，諸如： 
（ 1）機械加工

（ 2）表面處理或其他操作（包括護面），用以改進金屬性能及外觀、防銹
及防蝕等
。除了本文若干節另有規定者外，上述加工不影響物品之分類（指仍歸入同
一節而言）。包括： 
（ a）退火、淬火、回火、表面硬化、氮化及類似熱處理以改良金屬之特性。
 
（ b）去銹、酸洗、刮削及其他方法，而能去除加熱金屬時形成之氧化物鱗
皮及銹皮者。 
（ c）簡單塗面以防銹或其他氧化作用，防止運輸時滑動及便利裝卸。 
（ d）表面加工處理
（ e）被覆（ cladding），即用各種不同顏色及性質之金屬，以分子互相滲
透法，在接觸之表面上，結合成層次。
（ f）取出小部分金屬作試驗用。 
（ g）積層板（ lamination ）



  

目註解： 第 7208.10……及 7208.54目
除熱軋外，本目所屬產品亦可經下列之加工或表面處理： 
（ 1）熱矯平。 
（ 2）退火、淬火、回火、表面硬化、氮化及類似熱處理以改良金屬之特性。
 
（ 3）第 72.08 節註解第二段（ 1）（ 2）項所敘述之表面處理（但內文另
有規定者除外）。 
去銹可能經由： 
（ a）酸洗或還原處理（化學或加熱過程），不論是否連同石灰乳處理（加
灰）； 
（ b ）機械去銹（刨平、粗研磨、粗砂磨、噴砂等）。 
經機械去銹的產品通常皆有下述之特徵： 
（ 4）本章註解總則第（ IV）（ B）部分最末段所敘述之表面或輕度冷軋。
 
（ 5）以沖壓、衝孔、印刷等方式作簡單之銘記，諸如商標。 
（ 6）切割成長方形（包括正方形）之形狀。 
（ 7）專為檢驗金屬裂縫而為之處理。 



  



  

案例研討 -- 鋼鐵網製品



  

案例研討 -- 鋼鐵網製品

73.14-鋼鐵線製布（包括環狀帶）、柵格、網及籬
網；鋼鐵製拉孔片

歸入本節之材料，用途甚廣，例如

用於洗濯、乾燥及過濾物質；

製作圍籬、食物保護罩、昆蟲網、機器之安全防
護物、輸送帶、擱板、床墊、室內裝潢、細眼篩
、粗眼篩等；

或用於混凝土之強化等。

此類材料可成捲狀、環帶狀（例如機器用帶）或片
狀，不論是否切成形者；可能有二層或多層者。



  

•7314.1X- 織布： 
–7314.12--不銹鋼製機械用環帶 
–7314.14--其他不銹鋼製織布 
–7314.19--其他 

鋼鐵股線經交錯、交織、網織等方法製成者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jmf30mrjOAhUDtpQKHcutDsQQjRwIBw&url=http%3A%2F%2Ftw.1688.com%2Fpic%2F-B8D6CAE4CBCDB4F8.html&psig=AFQjCNHk_n80EzyA_mOZ4BIyYXSJcYhZUg&ust=1470965189261157


  

•7314.20- 柵格、網及籬網，交叉點經焊接，線之最大橫斷面
尺寸為 3公厘及以上，網眼尺寸 100平方公分及以上者。 

•7314.3X-其他柵格、網及籬網，交叉點經焊接者： 
•7314.4X-其他布、柵格、網及籬網： 

金屬線柵格，其線係在接觸點焊接，或接觸點以另一金屬線予以綁牢，
不論其線是否經交錯者

「線」係指任何橫斷面形狀之熱或冷成形製品，其橫斷面尺寸均不超過 16 公厘者
，
如軋製線，線桿及切自金屬片之扁平帶條



  

•7314.50- 拉孔片 



  

•美國海關 HQ 953544 類似案例
– bound queen bee excluder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a

nd plated with zinc ，歸列第 7326.20目。

– unbound queen bee excluders made of stainless steel 
and plated with zinc，歸列第 7314.30目。



  

•歐盟海關 DE20701/14-1 類似案例
–不銹鋼絲製圓形烹調隔柵，歸列第 7323 節。



  

•歐盟海關 PLPL-WIT-2012-00959類似案例
–鍍鉻鋼絲製，儲存各種盥洗用品，歸列第 7324
節。



  

•歐盟海關 DE10564/12-1 、 DE14119/12-1
類似案例
–鋼絲製網架，無法辨識其用途，歸列第 7326.2
0目。



  

案例研討 -- 鋼鐵網製品

73.14-鋼鐵線製布（包括環狀帶）、柵格、網及籬
網；鋼鐵製拉孔片

73.23-鋼鐵製餐桌、廚房或其他家用物品及其零件
；……

73.24-鋼鐵製衛生設備及其零件

73.26-其他鋼鐵製品

7326.20-鋼鐵線製品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
屬或玻璃加工用者除外

第 84.55 、 84.62 或 84.63 等節之金屬滾軋
或金屬加工機器，及第 84.75 節之玻璃加
工機器除外

本節包括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器，不論其是
否專供特殊工業之用者。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
璃加工用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1）滾軋材料成薄片狀（包括麵包店、糖果店、餅乾店等
等，及生麵糰、巧克力、橡皮製成物等）而於塑性狀況餵
入滾筒。

（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
成若干表面製造效果，例如：光面（包括熨平）、光澤、
加光、磨光、浮花壓製或起紋路等。

（ 3）表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

（ 4）織物之黏合。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1）滾軋材料成薄片狀（包括麵包店、糖果店、餅乾店等等，及生麵
糰、巧克力、橡皮製成物等）而於塑性狀況餵入滾筒。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成若干表面

製造效果，例如：光面（包括熨平）、光澤、加光、磨光、浮花壓製
或起紋路等。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3）表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4）織物之黏合。



  

案例研討—滾軋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執行下列操作：
（ 1）滾軋材料成薄片狀（包括麵包店、糖果店、餅乾店等等，及生麵糰、巧克
力、橡皮製成物等）而於塑性狀況餵入滾筒。

（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成若干表面製造效果
，例如：光面（包括熨平）、光澤、加光、磨光、浮花壓製或起紋路等。

（ 3）表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
（ 4）織物之黏合。

本節不包括非用於上述用途之機器，
縱使類似砑光機或滾軋機器者

第 8479節（ B）（ 4）滾軋生脂肪用之裝備，俾於溶解前搗碎其細胞。
第 8474 節（ B）（ 4）滾筒軋碎機或研磨機。

材料係在相反方向旋轉之平行滾子間軋碎，
依照所需之粗細而不同調整滾筒間之距離。



  

PVC膠皮熱貼合
機

PVC膠皮熱貼合
機
加熱滾軋筒



  

案例研討—偏光片滾輪

美國海關 NY 866881 案例

These systems for producing oriented film encompass al
l components from extruder through caster-quencher, lo
ngitudinal and transverse stretchers, transporter to c
arry stretched film to winder, and winder, as well as 
digital control system and waste recycler. You indicat
e that each delivery will consist of one complete syst
em.(偏光片拉伸設備 )

AA10506500 預先審核

製造偏光片專用滾輪 (延伸蝕刻線專用客製化專用滾輪 ) 



  

案例研討—偏光片滾輪



  

•84.20- 砑光機或其他滾軋機及其滾筒，但金屬或玻璃加工用
者除外

• 執行下列操作：
• （ 1）滾軋材料成薄片狀（包括麵包店、糖果店、餅乾店等等，及生麵糰

、巧克力、橡皮製成物等）而於塑性狀況餵入滾筒。
• （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成若干表面製

造效果，例如：光面（包括熨平）、光澤、加光、磨光、浮花壓製或起紋
路等。

• （ 3）表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
• （ 4）織物之黏合。

美國海關 NY 866881 案例
歸列稅則 8477.59-其他模製或造形用機械 -其他

AA10506500 預先審核
製造偏光片專用滾輪 (延伸蝕刻線專用客製化專用滾
輪 )



  

案例研討—偏光片滾輪
AA10506500 預先審核

製造偏光片專用滾輪 (延伸蝕刻線專用客製化專用滾輪 ) 

1. 本案貨品係用於塑膠偏光片壓延之滾軋輪。

2.參據 HS註解第 8420 節之詮釋，案貨係作延伸拉長產品 (Fi
lm) 及隔絕藥液之用，尚非屬該註解所稱「（ 1）滾軋材料成
薄片狀而於塑性狀況餵入滾筒、（ 2）將片狀材料表面（金屬
或玻璃除外）通過軋輥間，造成若干表面製造效果、（ 3）表
面包覆或上塗料修整之應用及（ 4）織物之黏合」之範疇，無
稅則第 8420 節之適用。

3.參據 HS註解第 8477 節「本節包括加工橡膠或塑膠或以這
類材料製造產品之機器，不列於或不包括於本章其他節者。」
詮釋及美國海關 NY 866881 案例分類義旨，宜歸列貨品分類號
列第 8477.90.00.00-9號「第 8477 節所屬機械之零件」。



  

案例研討—乾濕分離 ( 淋浴間 )



  

76.10-鋁製結構物（第 94.06 節之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例如橋及
橋體段、塔、格狀桅桿、屋頂、屋頂架、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欄杆、
柱）；鋁板、桿、型材、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物用者。 
7610.10-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C02) 
7610.90-其他 (MP1) 

73.08-鋼鐵結構物（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例如：橋及
橋體段、水閘、塔、格狀桅桿、屋頂、屋頂架、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百葉
窗、欄杆、柱）；鋼鐵製板、桿、角、形、型、管及類似品，已製作備結構
物之用者（＋）。 
7308.10-橋及橋體段 
7308.20-塔及格狀桅桿 
7308.30-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C02) 
7308.40-支柱及類似設備供鷹架、窗套、坑道支持用者 
7308.90-其他 (MP1) 

案例研討—乾濕分離 (淋浴間 )



  

乾濕分離用
淋浴拉門 (包含鋁滑條、
三片鋁框玻璃拉門、不銹鋼門把 *2)

乾濕分離用
淋浴門 (包含鋁框玻璃固定板、
鋁框玻璃門、不銹鋼門把、門活葉 *2)



  

7308.10-橋及橋體段 
7308.20-塔及格狀桅桿 
7308.30-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7308.40-支柱及類似設備供鷹架、窗套、坑道支持用
者 
7308.90-其他 

73.08-鋼鐵結構物（第 94.06 節組合式建築物除外）及其零件
；鋼鐵製板、桿、角、形、型、管及類似品，
已製作備結構物之用者

案例研討—淋浴門配件



  

案例研討—淋浴門配件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Xy4-6h8rOAhUBrpQKHdqPBkIQjRwIBw&url=http%3A%2F%2Fwww.capital-glass.com.tw%2Fphp%2Findex.php%2Fmodern-shower-door%2Fhardware-accessories&psig=AFQjCNExEWZ48cN50L4r8LWvDAhSJF3Dtw&ust=1471577549077285


  

第 15類類註 2.－本類中所稱「一般用零件」係指： 
（ a）第 73.07 、 73.12 、 73.15 、 73.17 或 73.18 節所列之
物品及其他卑金屬之類似物品； 
（ b）卑金屬製彈簧及彈簧片，第 91.14 節鐘及錶彈簧除外；
及 
（ c）第 83.01 、 83.02 、 83.08 、 83.10 節所列之物品及第
83.06 節卑金屬骨架及鏡。
 
第 73至 76 、 78至 82 章（但不包括第 7315 節）所稱零件不包
括前述一般用零件。
 
依照前項及第八十三章章註 1 之規定，
第 82或 83 章之所屬物品，並不包括在第 73至 76 、 78至 81
章內。 

「一般用零件」



  

本節包含一般用途卑金屬材料所製之附屬配件及架座，大量用於家具、
門、窗、車具等具特殊用途的貨品亦在本節一般分類範圍之內（如汽車
用門把手或絞鏈），然而本節特別不包括製品結構上之主件，如窗框或
旋轉椅之迴轉裝置。 

83.02- 家具、門、樓梯、窗、百葉窗、車具、鞍具、衣箱、櫃
、首飾箱及類似品之卑金屬架座、配件及類似品；卑金屬製帽
架、帽掛鉤、托架及類似品；附有卑金屬架座之腳輪；卑金屬
製自動關門器。
8302.10-絞鏈 
8302.20-腳輪 
8302.30-其他適合機動車輛用之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其他架座，配件及類似品： 
8302.41--適合建築物用者 
8302.42--其他，適合用於家具用者 
8302.49--其他 
8302.50-帽架、帽掛鉤、托架及類似品 
8302.60- 自動關門器 



  

案例研討—快速接頭



  

案例研討—快速接頭



  

案例研討—快速接頭



  

•本節不包括下列各項。 
•（ a）夾子及其他專門設計供組合結構零件用之裝置（第 7

3.08 節）。 
•（ b）螺栓、螺帽、螺釘等，適於組合管子及管之配件之

用者（第 73.18 節）。 一般性零件
•（ c）恆溫伸縮囊及伸縮接頭（第 83.07 節）。撓性管 
•（ d）上述之吊具、支持物及類似品；以及管插頭、或已

加螺紋與否、配有環、鉤等者（例如固定洗滌系統之用
者）（第 73.26 節）。 不構成管路管腔

•（ e）配件，裝有龍頭、栓塞、閥等者（第 84.81 節）。 
•（ f）電氣導管之絕緣接頭（第 85.47 節）。絕緣配件
•（ g）接頭，供組合腳踏車或機器腳踏車車架用者（第 87.

14 節）。 機車及自行車零件



  



  

案例研討—撓性管



  

83.07-卑金屬製撓性管，有無配件均在內。 
8307.10-鋼鐵製 
8307.90-其他卑金屬製

有兩種主要型式之撓性金屬管，因製造程序而不同。 
（ 1）用成型之扁條捲成螺旋形之撓性管，邊緣有固著或未
固著者。這類型管用橡膠、石棉，紡織物包紮使之不透水或
不透氣，以便適作電纜或撓性傳遞系統之防水物、真空吸塵
器管；引擎、工具機、幫浦、變壓器、液壓或空壓機器、鼓
風爐等用於壓縮空氣、蒸汽、瓦斯、水、汽油、油或其他流
體所需之導管。非不漏水者用作沙、榖物、塵埃、屑片等的
導管，在若干情形下，也用以保護電纜、其他撓性傳送管、
橡膠管等。 
（ 2）波狀撓性管，如來自平滑表面管的輾軋變形。這類型
管本質即不漏水及不漏氣，能夠不需進一步處理便用於前項
（ 1）所敘述的用途。 



  



  

案例研討—馬口鐵罐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91cm569jNAhWGFZQKHTJJC4IQjRwIBw&url=http%3A%2F%2Fwww.tonyi.com.tw%2Fproducts.php&psig=AFQjCNEA4NrvO71eLOyz-M-hwk1ZqdMD3w&ust=1467687983683477


第 7310 節

•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 (超過者： 7309)
•貯藏：任何材料 (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 7311)
•名稱：容槽、箱、圓桶、罐、盒及類似容器
•用途：

•供物品之商業性運送及包裝
•作為固定裝置之用

•構造：
•可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力設備者
•可加箍或加裝配件 ( 便利滾動或搬動或加強容器強度 )
•可具備裝龍頭用之塞孔、漏孔、蓋或其他封閉器以便
利裝盛或傾出



第 7310 節
容量不超過 300 公升

•用途：
•供物品之商業性運送及包裝

•作為固定裝置之用



第 7310.2目
小於 50 公升

•較小之容器包括盒、罐、馬口鐵罐等

•供包裝及銷售牛油、牛奶、啤酒、蜜餞或
醃菜、水果、果汁、餅乾、菜葉、菸草、
香菸、鞋油、藥品等之用



第 7310.21.00.00-6號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10%)

第 7310.29 目其他
第 7310.29.10.00-6號

其他馬口鐵製容器 (MW0 、 7.5
%)

第 7310.29.90.00-9號
其他鋼鐵製容器 (MP1 、 10%)

第 7310.2目
容量小於 50 公升



第 7310.21目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Cans which are to be 
closed by soldering or crimping)



第 7310.21目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Cans which are to be 
closed by soldering or crimping)



第 7310.21目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第 7310.21目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第 7310.21目
•將以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Cans which are to b
e closed by soldering or crimping)



  



  



第 7310.2目
容量小於 50 公升

家用廚用鋼鐵容器
(7323)

真空保溫容器
(9617)



  

玻璃門小冰箱 (呂耀如 )



案例研討—冰箱



案例研討—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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