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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加強對於全球糧食安
全之監控 (第 3、 8章 )。

•配合便於化學武器公約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列管物質之國際動態資料的收集及比較 (第 28 、 29 章 )。

•便於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對持久性有
機污染物產品以及鹿特丹公約 (Rotterdam Convention) 對
有害化學品及殺蟲劑產品之監控 (第 29 、 38 章 )。

•便於製造麻醉藥品前驅物的監控 (第 29 章 )。

•為掌控瘧疾相關檢測試劑組及抗瘧疾藥劑 (第 30 章 )。

•稅則號別 (略 )：農產品 -修正 43項，刪除 120 項，增列 140 項 。       
 化學品 -修正 18項，刪除 87項，增列 155 項。

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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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
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HS2017 版修正為配合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加
強對於全球糧食安全之監控。

1.將「鯉魚(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的範圍擴大為「鯉
魚(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卡特拉 、 野鯪屬䰾
、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 、魴屬䰾 )」。

0301.93 目 (活鯉魚 )

0302.73 目 (生鮮或冷藏鯉魚 )

0303.25 目 (冷凍鯉魚 )

0304.93 目 (冷凍鯉魚肉 )

0305.31 目 (乾、鹹或浸鹹鯉魚片 )

0305.44 目 (燻鯉魚片及肉 )

0305.52 目 (乾鯉魚 )

0305.64 目 (鹹或浸鹹鯉魚 )

0304.39 目 (生鮮或冷藏鯉魚片 )

0304.51 目 (生鮮或冷藏鯉魚肉 )

0304.69 目 (冷凍鯉魚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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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301 活魚
0301.93    鯉魚 (鯉、黑鯽、草魚、鰱屬、鯁屬、青魚 )
0301.93.00 鯉魚

0301.99    其他

0301.99.22 其他鯉魚

    修正

修正後 0301.93    鯉魚 (鯉屬、鯽屬、草魚、鰱屬、鯁屬、青魚、真
卡特拉 、 野鯪屬、哈氏紋唇魚、蘇門答臘細鬚䰾
、魴屬䰾 )

0301.93.00 鯉魚

0301.99    其他

0301.99.22 其他鯉魚

魴屬真卡特拉䰾 哈氏紋唇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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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針對「可食用魚雜碎」之歸列，將稅則第0302.90、0303.90目「肝
及卵」修正為第0302.9、0303.9目「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
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1)現行稅則(HS2012年版)將「可食用魚雜碎(除肝、卵外)」均歸列各魚種之專
目下，因此HS2017年版修正稅則第0302.9、0303.9目擴大範圍包括可食用
魚雜碎，並於各目貨名明訂排除，例如：0302.1目原貨名「鮭鱒科(肝及卵
除外)」修正為「鮭鱒科，第0302.91至0302.99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修正前 -鮭鱒科 ( 肝及卵除外 ) ：                                                                      0302.1
    修正

修正後 -鮭鱒科，第 0302.91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1

修正前 0302.90  肝及卵

    刪除 (1 目 )、分列 (3 目 )

修正後 - 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0302.9
0302.91  魚肝、魚卵及魚白
0302.92  鯊魚翅
0302.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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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行稅則(HS2012年版)我國已有「可食用之魚皮、魚尾、魚骨、鯊魚
翅、魚頭、魚唇、魚鰾及其他魚雜碎，生鮮或冷藏」之專屬稅號。

修正前 0302 生鮮或冷藏魚
0302.90    肝、卵

0302.90.10 魚肝，生鮮或冷藏

0302.90.20 魚卵，生鮮或冷藏

0302.89    其他

0302.89.93 可食用之鯊魚翅，生鮮或冷藏
0302.89.91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魚皮，生鮮或冷藏

0302.89.92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魚尾、魚骨，生鮮或冷藏

0302.89.94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魚頭、魚唇、魚鰾及其他魚雜碎，生鮮或冷藏

     刪除 (1目 )、 分列 (3目 )

修正後 -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碎：      0302.9

0302.91    魚肝、魚卵及魚白

0302.91.10 魚肝，生鮮或冷藏

0302.91.20 魚卵及魚白，生鮮或冷藏

0302.92    鯊魚翅

0302.92.00 鯊魚翅，生鮮或冷藏
0302.99    其他

0302.99.10 魚皮，生鮮或冷藏

0302.99.20 魚尾及魚骨，生鮮或冷藏

0302.99.90 魚頭、魚唇、魚鰾及其他魚雜碎，生鮮或冷藏
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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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303 冷凍魚
0303.90    肝、卵
0303.90.10 冷凍魚肝

0303.90.20 冷凍魚卵

0303.89    其他

0303.89.93 可食用之冷凍鯊魚翅

0303.89.91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冷凍魚皮

0303.89.92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冷凍魚尾、魚骨

0303.89.94 本節所屬魚類可食用之冷凍魚頭、魚唇、魚鰾及其他魚雜碎

      刪除 (1目 )、 分列 (3目 )

修正後 - 魚肝、魚卵、魚白、魚鰭、魚頭、魚尾、魚鰾及其他可食用魚雜
碎：                                                0303.9

0303.91    魚肝、魚卵及魚白

0303.91.10 冷凍魚肝

0303.91.20 冷凍魚卵及魚白

0303.92    鯊魚翅

0303.92.00 冷凍鯊魚翅
0303.99    其他

0303.99.10 冷凍魚皮

0303.99.20 冷凍魚尾及魚骨

0303.99.90 冷凍魚頭、魚唇、魚鰾及其他魚雜碎

魚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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鯊魚鰭 (魚翅 )；魚尾

=
魚魚
尾尾

+

● 魚翅僅指圖中粉紅色之鯊
魚鰭部分， 不包括尾鰭上
半部 (註解 )。也不包括其
他魚類之魚鰭。

• 尾鰭上半部或尾鰭下半
部或尾鰭加尾柄，均為
魚尾之範疇。

不是不是
魚翅魚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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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註解 (註解增列 )

第 0302.92 目
第 0302.92 目之「鯊魚翅」包括鯊魚之背鰭、胸鰭、腹
鰭、臀鰭及尾鰭下半部 ( 尾鉤、鉤仁或尾鉤仁 )，尾鰭上
半部則非屬鯊魚翅。

目註解 (註解增列 )

第 0303.92 目

第 0302.92 目之目註解仍然可以引用到本節之產品。
修正前
目註解第
0305.71 目

第 0305.71 目之「鯊魚翅」包括鯊魚之背鰭、胸鰭、腹鰭、臀
鰭及尾鰭下半部 ( 尾鉤、鉤仁或尾鉤仁 )，尾鰭上半部則非屬
鯊魚翅。本節特別包括經簡單乾燥處理，未去皮之鯊魚翅，及
在乾燥前，經浸泡熱水，去皮或撕碎之不完整鯊魚翅。

    修正

修正後 第 0302.92 目之目註解準用於本節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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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稅則第0302.4目、第0303.5目擴大包括印
度鯖魚(金帶花鯖屬)、馬加鰆 (馬加鰆
屬)、鰺 (鰺屬)、銀鯧 (鯧屬)、 秋刀魚、
圓鰺 (圓鰺屬)、毛鱗魚、巴鰹、齒鰆(齒鰆
屬)、旗魚(旗魚科)，並新增稅則第0302.49
目、 0303.59目涵蓋除鮪魚外更多的遠洋魚
類。

馬加鰆 (馬加鰆屬) 毛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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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302 生鮮或冷藏魚

-鯡魚 (大西洋鯡、正鯡 ) 、鯷魚 (鯷屬 )、沙丁魚 (沙丁魚、擬沙丁魚屬 )、小沙
丁魚 (小沙丁魚屬 )、正鰮、鯖魚 (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 、竹莢魚 (竹筴魚
屬 )、海鱺及劍旗魚，肝及卵除外︰                                 0302.4

0302.89 其他

0302.89.40 秋刀魚，生鮮或冷藏

0302.89.60 柳葉魚，生鮮或冷藏

0302.89.83 巴鰹，生鮮或冷藏

0302.89.84 其他鰺魚，生鮮或冷藏

0302.89.89 其他魚類，生鮮或冷藏

     修正、增列 (1 目 )、移列

修正後 -鯡魚 (大西洋鯡、正鯡 ) 、鯷魚 (鯷屬 )、沙丁魚 (沙丁魚、擬沙丁魚
屬 )、小沙丁魚 (小沙丁魚屬 )、正鰮、鯖魚 (正鯖、花腹鯖、白腹
鯖 ) 、印度鯖魚 (金帶花鯖屬 )、馬加鰆 (馬加鰆屬 )、竹筴魚 (竹筴魚
屬 )、鰺 (鰺屬 )、海鱺、銀鯧 (鯧屬 )、 秋刀魚、圓鰺 (圓鰺
屬 )、毛鱗魚、劍旗魚、巴鰹、齒鰆 (齒鰆屬 )、旗魚 (旗魚科 ) ，第
0302.91至 0302.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2.4

0302.49    其他

0302.49.10 秋刀魚，生鮮或冷藏

0302.49.20 毛鱗魚，生鮮或冷藏

0302.49.30 巴鰹，生鮮或冷藏

0302.49.40 鰺及圓鰺，生鮮或冷藏

0302.49.90 其他魚類，生鮮或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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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303 冷凍魚
-鯡魚 (大西洋鯡、正鯡 ) 、沙丁魚 (沙丁魚、擬沙丁魚屬 )、小沙丁魚 (小沙丁魚
屬 )、正鰮、鯖魚 (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 、竹莢魚 (竹筴魚屬 )、海鱺及劍旗
魚，肝及卵除外︰                                                0303.5

0303.89    其他
0303.89.40 冷凍秋刀魚
0303.89.60 冷凍柳葉魚
0303.89.83 冷凍巴鰹
0303.89.84 其他冷凍鰺魚
0303.89.89 其他冷凍魚類

    修正、增列 (1目 )、移列

修正後 -鯡魚 (大西洋鯡、正鯡 ) 、鯷魚 (鯷屬 )、沙丁魚 (沙丁魚、擬沙丁魚
屬 )、小沙丁魚 (小沙丁魚屬 )、正鰮、鯖魚 (正鯖、花腹鯖、白腹
鯖 ) 、印度鯖魚 (金帶花鯖屬 )、馬加鰆 (馬加鰆屬 )、竹筴魚 (竹筴魚
屬 )、鰺 (鰺屬 )、海鱺、銀鯧 (鯧屬 )、 秋刀魚、圓鰺 (圓鰺
屬 )、毛鱗魚、劍旗魚、巴鰹、齒鰆 (齒鰆屬 )、旗魚 (旗魚科 ) ，第
0303.91至 0303.99 目之可食用魚雜碎除外：                  0303.5

0303.59    其他

0303.59.10 冷凍秋刀魚

0303.59.20 冷凍毛鱗魚

0303.59.30 冷凍巴鰹

0303.59.40 冷凍鰺及圓鰺

0303.59.90 冷凍其他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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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306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甲殼類動物，不
論是否帶殼；燻製甲殼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
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煮；蒸煮過或用水煮過之帶殼甲
殼類動物，不論是否為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適合
供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冷凍者：                                     0306.1
-未冷凍者：                                   0306.2

    刪除 (1 目 )、增列 (2目 )

修正後 -冷凍者：                                     0306.1

- 活、生鮮或冷藏：                             0306.3

- 其他：                                       0306.9

4. 第 0306節，刪除 0306.2 目「未冷凍」，另增列
0306.3 目「活、生鮮或冷藏」及第 0306.9 目「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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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0307節下增列 0307.12 、 0307.22 、 0307.32 、 0307.43 、 0307. 
52 、 0307.72 、 0307.92 目「冷凍」專目。另第 0307.4 目擴大包括所有
的墨魚及魷魚，修正 0307.8 目名為「鮑魚 (鮑螺屬 )及鳳凰螺 (鳳凰
螺屬 )」 ，再細分「活、生鮮或冷藏」、「冷凍」及「其他」專目。

修正前 0307 活、生鮮、冷藏、冷凍、乾、鹹或浸鹹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
燻製軟體類動物，不論是否帶殼，亦不論是否係在燻製前或燻製時烹
煮；適於人類食用之軟體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牡蠣（蠔、蚵）：                                       0307.1
0307.1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19  其他
-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貝：                   0307.2
0307.2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29  其他

   增列 (各 1目 )

修正後 -牡蠣（蠔、蚵）：                                       0307.1
0307.1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12  冷凍
0307.19  其他
-海扇貝，包括大海扇貝、日月貝及月貝：                   0307.2
0307.2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22  冷凍
0307.2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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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貽貝（淡菜）：                                           0307.3
0307.31  活、鮮或冷藏
0307.39  其他
-墨魚（歐洲烏賊、巨粒伸頭烏賊、耳烏賊屬）及魷魚（赤魷屬、鎖管屬、
太平洋魷屬、軟翅仔屬）：                                 0307.4

0307.4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49  其他
-章魚（ Octopus spp.）：                                  0307.5
0307.5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59  其他

   修正、增列 (各 1目 )

修正後 -貽貝（淡菜）：                                           0307.3
0307.31  活、鮮或冷藏
0307.32  冷凍
0307.39  其他
-墨魚及魷魚                                               0307.4
0307.42  活、生鮮或冷藏
0307.43  冷凍
0307.49  其他
-章魚（ Octopus spp.）：                                  0307.5
0307.5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52  冷凍
0307.5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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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蛤、鳥蛤及赤貝…：                                              0307.7
0307.7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79  其他
-鮑魚 (鮑螺屬 )：                                                0307.8
0307.8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89  其他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粒：                        0307.9
0307.9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99  其他

     修正、增列

修正後 -蛤、鳥蛤及赤貝…：                                              0307.7
0307.7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72  冷凍
0307.79  其他
--鮑魚 (鮑螺屬 )及鳳凰螺 (鳳凰螺屬 )：                          0307.8
0307.81  活、生鮮或冷藏鮑魚 (鮑螺屬 )
0307.82  活、生鮮或冷藏鳳凰螺 (鳳凰螺屬 )
0307.83  冷凍鮑魚 (鮑螺屬 )
0307.84  冷凍鳳凰螺 (鳳凰螺屬 )
0307.87  其他鮑魚 (鮑螺屬 )
0307.88  其他鳳凰螺 (鳳凰螺屬 )

-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粒：                        0307.9
0307.9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92  冷凍
0307.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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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 0308節下增列 0308.12 、 0308.22 目「冷凍」專目。
修正前 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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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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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308.2
0308.21  活、生鮮或冷藏
0308.29  其他
0308.30  水母 ( 海哲屬 )
0308.90  其他

   增列 (各 1目 )

修正後 -海參：                                                  0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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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308.2
0308.21 活、生鮮或冷藏
0308.22  冷凍
0308.29  其他
0308.30  水母 ( 海哲屬 )   0308.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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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 目註解 (註解增列 )

第 0305.10 、 0306.19 、 0306.39 、 0306.99 、 0307.91 、 0307.92 、 
0307.99 及 0308.90 目

稅則第 03.05 、 03.06 、 03.07 及 03.08節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
粒，歸列稅則第 0305.10 、 0306.19 、 0306.39 、 0306.99 、 0307.91 、
0307.92 、 0307.99 及 0308.90 目。

0305.10  適於人類食用之魚粉、細粒及團粒

- 冷凍者：                                                       0306.1

0306.19  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 活、生鮮或冷藏：                                                0306.3

0306.39  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 其他：                                                          0306.9

0306.99  其他，包括適合於人類食用之甲殼類動物粉、細粒及團粒

- 其他，包括適於人類食用之粉、細粒及團粒：                        0307.9

0307.91  活、生鮮或冷藏

0307.92  冷凍

0307.99  其他

0308.9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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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財政部關務署令
103 年 12月 19日
台關稅字
第 1031028632 號
修正「海關辦理統一
及變更進口貨物稅則
號別應注意事項」第
五點，並自即日生
效。

五、稅則第 3章「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
產無脊椎動物」之稅則分類如下： 

(一 ) 物種之學名為稅則號別所明列者，依 HS解釋
準則一及六之規定，歸列該稅則號別。

(二 ) 物種之學名雖非稅則號別所明列，惟經查明
與該稅則號別為同種異名者，仍歸列該稅則號別。

(三 )非上述情形者，歸列稅則相關目「其他」下
適當之稅則號別。

 -墨魚（歐洲烏賊、巨粒伸頭烏賊、耳烏賊屬）及魷魚（赤魷屬、鎖管屬、太平洋魷屬、
軟翅仔屬）【 Cuttle fish (Sepia officinalis, Rossia macrosoma, Sepiola spp.) 
and squid (Ommastrephes spp., Loligo spp., Nototodarus spp., Sepioteuthis 
spp.)】                                                                0307.4 

(一 )箭魷 (Loligo vulgaris) 屬鎖管屬 (Loligo spp.) ，歸入稅則第 0307.4 目「…魷魚
（赤魷屬、鎖管屬 Loligo spp. 、太平洋魷屬、軟翅仔屬）」

(二 )美洲大赤魷 (秘魯魷魚 )(Dosidicus gigas ，美洲大赤魷屬 )，與 Ommastrephes 
gigas 同種異名，歸入稅則第 0307.4 目「…魷魚（赤魷屬 Ommastrephes spp. 、鎖管
屬、太平洋魷屬、軟翅仔屬）」

(三 )額哥拉魷魚 (Todarodes angolensis) 歸入稅則第 0307.99 目「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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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物種資料查詢
台灣魚類資料庫

台灣大型甲殼類資料庫

台灣貝類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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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第四章章註四

( 甲 )從乳清… ( 第 1702節 )；或
(乙 ) 白蛋白… ( 第 3504節 ) 。

       增列

修正後 ( 甲 )從乳清… ( 第 1702節 )；
(乙 ) 以其他物質 (例如，油酸脂 )取代乳中一種或多

種天然成分 (例如，丁酸脂 )而製成之產品 (第
1901 或 2106節 )；或

(丙 ) 白蛋白… ( 第 3504節 ) 。

修正前
第五章章註四

四、本分類所稱「馬毛」係指馬族或牛族動物之鬃毛或
尾毛

      修正

修正後 四、本分類所稱「馬毛」係指馬族或牛族動物之鬃毛或
尾毛。第 0511節主要包括馬毛及廢馬毛，不論是否
有夾層支持物在內。

提升 HS註解位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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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0805.20   中國種之柑類 (寬皮柑、溫州蜜柑在內 )；地中海早橘、螺柑
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

0805.20.10 溫洲蜜柑，鮮或乾
0805.20.20 地中海早橘，鮮或乾
0805.20.90 其他中國種之柑橘 ( 包括寬皮柑 )；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鮮或乾

      刪除 (1目 )、分列 (3 目 )

修正後 -寬皮柑類 (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 )；地中海早橘、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
果實                                                    0805.2

0805.21    寬皮柑類 (包括寬皮柑、溫州蜜柑 )
0805.21.10 溫洲蜜柑，鮮或乾
0805.21.90 其他寬皮柑類，鮮或乾
0805.22    地中海早橘
0805.22.00 地中海早橘，鮮或乾
0805.29    其他
0805.29.00 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鮮或乾

修正前 1211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 ( 包括種子及果實 ) ，主要用於香料、藥用、殺
蟲、殺菌或類似用途，新鮮或乾燥，不論是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

     修正

修正後 1211植物或植物之一部分 ( 包括種子及果實 ) ，主要用於香料、藥用、殺
蟲、殺菌或類似用途，新鮮、冷藏、冷凍或乾燥，不論是否已切割、
壓碎或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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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

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修正前 2848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

修正後 刪除

修正前 2853 其他無機化合物（包括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度之
水）；液態空氣（不論稀有氣體是否除去）；壓縮
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修正貨名           

修正後 2853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其
他無機化合物（包括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淨之
水）；液態空氣（不論是否除去稀有氣體）；壓縮
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1. 因貿易量低，刪除第 2848節，並修正第 2853節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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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合便於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
ntion)列管物質之國際動態資料的收集及比較，
增列專目。

修正前 -其他無機酸類                       2811.1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其他無機酸類                       2811.1
2811.12    氰化氫 (氫氰酸 )
2811.12.00 氰化氫 (氫氰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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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812.10  氯化物及氧氯化物

    刪除 (1目 )、分列 (8目 )

修正後 -氯化物及氧氯化物                         2812.1
2812.11    碳醯氯 (光氣 )
2812.11.00 碳醯氯 (光氣 )
2812.12    氧氯化磷（磷醯氯）
2812.12.00 氧氯化磷（磷醯氯）
2812.13    三氯化磷
2812.13.00 三氯化磷
2812.14    五氯化磷
2812.14.00 五氯化磷
2812.15    氯化硫
2812.15.00 氯化硫
2812.16    二氯化硫
2812.16.00 二氯化硫
2812.17    亞硫醯氯 (二氯氧硫 )
2812.17.00 亞硫醯氯 (二氯氧硫 )
2812.19    其他
2812.19.00 其他非金屬之鹵化物或氧鹵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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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853 其他無機化合物（包括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度之水）；液態空氣（不論
稀有氣體是否除去）；壓縮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2853.00.10  液態空氣（不論稀有氣體是否除去）
2853.00.20  砷化鎵
2853.00.30  鋁砷化鎵
2853.00.40  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淨之水
2853.00.90  其他無機化合物；壓縮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2848.00.10 、 2848.00.20 、 2848.00.90

     刪除 (1 目 )、分列 (2 目 )

修正後 2853 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其他無機化合物（包括
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淨之水）；液態空氣（不論是否除去稀有氣
體）；壓縮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2853.10    氯化氰
2853.10.00 氯化氰 
2853.90    其他
2853.90.11 磷銅，含磷成分重量超過 15％者
2853.90.12 磷化鎵、磷砷化鎵、磷化銦
2853.90.19 其他不論是否符合化學定義之磷化物（不包括磷鐵）
2853.90.20 液態空氣（不論稀有氣體是否除去）
2853.90.30 砷化鎵
2853.90.40 鋁砷化鎵
2853.90.50 蒸餾或導電水及類似純淨之水
2853.90.90 其他無機化合物；壓縮空氣；汞齊，貴金屬汞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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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章   有機化學產品

(1)便於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列管物質之國際動態資料的收集及比較，增訂專目。

(2)便於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對持久
性有機污染物產品以及鹿特丹公約(Rotterdam Conve
ntion)對有害化學品及殺蟲劑產品之監控，增訂專
目。

(3)便於製造麻醉藥品前驅物的監控，增訂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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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04 烴之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2904.90    其他
2904.90.00 其他僅含磺化、硝化、或亞硝化之烴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增列 (6目 )、刪除 (1目 )、分列 (2目 )

修正後 - 全氟辛烷磺酸、其鹽類及全氟辛烷磺醯氟               2904.3
2904.31    全氟辛烷磺酸
2904.31.00 全氟辛烷磺酸
2904.32    全氟辛烷磺酸銨
2904.32.00 全氟辛烷磺酸銨
2904.33    全氟辛烷磺酸鋰
2904.33.00 全氟辛烷磺酸鋰
2904.34    全氟辛烷磺酸鉀
2904.34.00 全氟辛烷磺酸鉀
2904.35    其他全氟辛烷磺酸鹽
2904.35.00 其他全氟辛烷磺酸鹽
2904.36    全氟辛烷磺醯氟
2904.36.00 全氟辛烷磺醯氟
- 其他                                               2904.9
2904.91    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2904.91.00 三氯硝基甲烷（氯化苦）
2904.99    其他
2904.99.00 其他含磺化、硝化或亞硝化之烴衍生物，不論鹵化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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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10 具有三員環之環氧化物、環氧醇、環氧酚及環氧醚及其鹵化、磺化、
硝化或亞硝化衍生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2910.50    安特靈 (ISO)
2910.50.00 安特靈 (ISO)

修正前 2914不論是否具有其他氧官能基之酮及醌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
衍生物
2914.70    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14.70.00 酮或醌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增列 (1 目 )、刪除 (1 目 )、分列 (2目 )

修正後 2914.62     輔酵素 Q10(泛癸利酮 [INN])
2914.62.00  輔酵素 Q10(泛癸利酮 [INN])
2914.71     十氯酮 (ISO)
2914.71.00  十氯酮 (ISO)
2914.79     其他
2914.79.00  其他酮或醌之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1. 化學名稱是依照 1957 年 IUPAC 的命名規則命名。
2.INN：採用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國際非專利藥物名稱。
3.INNM：採用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經修改之國際非專利藥用物名稱。
4.ISO ：國際標準組織命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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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具有醇官能基但無其他氧官能基之羧酸，其酐、鹵化物、過氧化物、過氧酸
及其衍生物                                                   2918.1

    增列 (1目 )

修正後 2918.17     2 ， 2－二苯基－ 2－羥基乙酸 (二苯乙醇酸 )
2918.17.00  2 ， 2－二苯基－ 2－羥基乙酸 (二苯乙醇酸 )

修正前 2920 非金屬之其他無機酸之酯類（鹵化氫之酯類除外）及其鹽類；其鹵化、
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增刪 (6 目 )

修正後 -「亞磷酸酯及其鹽類；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20.2
2920.21    亞磷酸二甲酯
2920.21.00 亞磷酸二甲酯
2920.22    亞磷酸二乙酯
2920.22.00 亞磷酸二乙酯
2920.23    亞磷酸三甲酯
2920.23.00 亞磷酸三甲酯
2920.24    亞磷酸三乙酯
2920.24.00 亞磷酸三乙酯
2920.29    其他
2920.29.10 二苯異癸基亞磷酸酯
2920.29.20 三苯基亞磷酸酯
2920.29.30 三壬苯基亞磷酸酯
2920.29.90 其他亞磷酸酯及其鹽類，及其鹵化、磺化、硝化或亞硝化衍生物
2920.30    安殺番 (ISO)
2920.30.00 安殺番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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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非環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1
2921.11  甲胺，二甲胺或三甲胺及其鹽類
2921.19  其他

    增列 (3 目 )

修正後 -非環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1.1
2921.11     甲胺，二甲胺或三甲胺及其鹽類
2921.12      2-(N， N-二甲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2.00   2-(N， N-二甲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3      2-(N， N-二乙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3.00   2-(N， N-二乙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4      2-(N， N-二異丙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4.00   2-(N， N-二異丙基胺基 )氯乙烷鹽酸鹽
2921.1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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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胺醇（含氧官能超過一種以上者除外），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2922.1
2922.11    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2    二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3    三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3.00 三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4    右旋普帕西芬及其鹽類
2922.19    其他

    刪除 (1 目 )、增列 (4 目 )

修正後 -胺醇（含氧官能超過一種以上者除外），其醚類及酯類；其鹽類：  2922.1
2922.11    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2    二乙醇胺及其鹽類
2922.14    右旋普帕西芬（ INN ）及其鹽類
2922.14.00 右旋普帕西芬（ INN ）及其鹽類 
2922.15    三乙醇胺
2922.15.00 三乙醇胺 
2922.16    全氟辛烷磺酸二乙醇胺
2922.16.00 全氟辛烷磺酸二乙醇胺 
2922.17    甲基二乙醇胺及乙基二乙醇胺
2922.17.00 甲基二乙醇胺及乙基二乙醇胺 
2922.18     2-(N， N-二異丙基胺基 )乙醇
2922.18.00  2-(N， N-二異丙基胺基 )乙醇
2922.19    其他
2922.19.10 三乙醇胺之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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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23.10  膽汁鹼及其鹽類
2923.20  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2923.90  其他

    增列 (2 目 )

修正後 2923.10    膽汁鹼及其鹽類
2923.20    卵磷脂及其他磷胺脂
2923.30    全氟辛烷磺酸四乙基銨
2923.30.00 全氟辛烷磺酸四乙基銨 
2923.40    全氟辛烷磺酸二癸基二甲基銨
2923.40.00 全氟辛烷磺酸二癸基二甲基銨 
2923.90    其他

修正前 2924 羧基醯胺基化合物；碳酸之醯胺基化合物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2924.25    拉草 (ISO)
2924.25.00 拉草 (ISO)

修正前 2926  腈官能基化合物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2926.40     α-苯基乙醯基乙腈
2926.40.00  α-苯基乙醯基乙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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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30 有機硫化合物

2930.50     四氯丹 (ISO) 及達馬松 (ISO)

2930.50.00  四氯丹 (ISO) 及達馬松 (ISO)

   刪除 (1目 )、增列 (3目 )

修正後 2930 有機硫化合物

2930.60     2－ (N， N－二乙基胺基 )乙硫醇

2930.60.00  2－ (N， N－二乙基胺基 )乙硫醇

2930.70    雙（ 2-羥基乙基）硫醚（硫二甘醇 (INN)）

2930.70.00 雙（ 2-羥基乙基）硫醚（硫二甘醇 (INN)）

2930.80    得滅克（ ISO）、四氯丹（ ISO）及達馬松
（ ISO）

2930.80.00 得滅克（ ISO）、四氯丹（ ISO）及達馬松
（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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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31  其他之有機 -無機化合物

   增列 (9目 )

修正後 -其他有機磷衍生物 :                                                  2931.3
2931.31    甲膦酸二甲酯
2931.31.00 甲膦酸二甲酯 
2931.32    丙膦酸二甲酯
2931.32.00 丙膦酸二甲酯 
2931.33    乙膦酸二乙酯
2931.33.00 乙膦酸二乙酯
2931.34     3-(三羥基矽基 )丙基甲膦酸酯鈉鹽
2931.34.00  3-(三羥基矽基 )丙基甲膦酸酯鈉鹽
2931.35     2 ， 4 ， 6-三丙基 -1 ， 3， 5， 2， 4， 6-三氧三磷雜環己烷

2 ， 4， 6-三氧化物
2931.35.00  2 ， 4 ， 6-三丙基 -1 ， 3， 5， 2， 4， 6-三氧三磷雜環己烷

2 ， 4， 6-三氧化物 
2931.36    甲膦酸甲基 (5-乙基 -2- 甲基 -2-氧代 -1 ， 3， 2-二氧磷雜環己 -5-

基 ) 甲酯
2931.36.00 甲膦酸甲基 (5-乙基 -2- 甲基 -2-氧代 -1 ， 3， 2-二氧磷雜環己 -5-

基 ) 甲酯 
2931.37    甲膦酸雙 [(5-乙基 -2- 甲基 -2-氧代 -1 ， 3 ， 2-二氧磷雜環己 -5-基 )

甲基 ]酯
2931.37.00 甲膦酸雙 [(5-乙基 -2- 甲基 -2-氧代 -1 ， 3 ， 2-二氧磷雜環己 -5-基 )

甲基 ]酯 
2931.38    甲膦酸及甲脒基脲 (1:1)鹽
2931.38.00 甲膦酸及甲脒基脲 (1:1)鹽 
2931.39    其他                2931.39.00 其他有機磷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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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2933  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2933.92    谷速松 (ISO)
2933.92.00 谷速松 (ISO)

修正前 2935.00    磺醯胺類
2935.00.00    磺醯胺類

   刪除 (1 目 )、分列 (6目 )

修正後 2935.10     N- 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10.00  N- 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20     N-乙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20.00  N-乙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30     N－乙基－ N－ (2－羥乙基 ) 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30.00  N－乙基－ N－ (2－羥乙基 ) 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40     N－ (2－羥乙基 )－Ｎ－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40.00  N－ (2－羥乙基 )－Ｎ－甲基全氟辛烷磺醯胺
2935.50    其他全氟辛烷磺醯胺類
2935.50.00 其他全氟辛烷磺醯胺類
2935.90    其他
2935.90.00 其他磺醯胺類



37

第 30章  醫藥品

為掌控瘧疾相關檢測試劑組及抗瘧疾藥劑，於第 3002.10
目分列出第 3002.11 目「瘧疾檢測試劑組」 (3002.11.00)
，並增列第 3003.60 目、 3004.60 目「其他，含有本章目
註二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3003.60.00 及 3004.6
0.00) 之專屬目

含有青蒿素成分的抗瘧藥劑非洲常用瘧疾檢測試劑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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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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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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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1目 )、分列 (6目 )

修正後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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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 

3002.11     瘧疾檢測試劑組
3002.11.00  瘧疾檢測試劑組 
3002.12     抗毒血清及其他血液分離部分 
300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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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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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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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5.00  免疫產品，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2.19     其他 
3002.19.00  其他產品，不論是否經改質或以生物技術方法取得者
目註： 
一、第 3002.13 及 3002.14 目所稱未混合及混合產品如下： 
（甲）可視為未混合產品，純物質產品，不論是否含有雜質； 
（乙）可視為混合產品： 
（ 1）上列（甲）項所述之產品溶於水或其他溶劑中； 
（ 2）上列（甲）及（乙）（ 1）項所述之各產品為保存或運輸上所必須而加入之安定劑者；及 
（ 3）上列（甲）、（乙）（ 1）及（乙）（ 2）項所述之各產品含有任何其他添加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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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第 3003 、 3004節

   增列 (各 1目 )

修正後 3003.60    其他，含有本章目註二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3003.60.00 其他，含有本章目註二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3004.60    其他，含有本章目註二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3004.60.00 其他，含有本章目註二所述之抗瘧疾主要有效成分

備註 目註：
二、第 3003.60 及 3004.60 目包括含有青蒿素 (INN)結合其他藥

用有效成分之口服藥劑，或含有任何下列主要有效成分，不
論是否結合其他藥用有效成分之藥劑：氨酚喹 (INN)；蒿醚
林酸或其鹽類；青蒿醇 (INN)；蒿乙醚 (INN)；蒿甲醚
(INN)；青蒿琥酯 (INN)；氯奎寧 (INN)；二氫青蒿素
(INN)；苯芴醇 (INN)；甲氟喹 (INN)；喹哌 (INN)；乙胺
嘧啶 (INN)；磺胺多辛 (I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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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章 雜項化學品

便於斯德哥爾摩公約 (Stockholm Convention) 對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產品以及鹿特丹公約 (Rotterda
m Convention) 對有害化學品及殺蟲劑產品之監
控。

1. 修正目註 1 ，將第 3808.52 及 3808.59 目擴大
包括拉草 (ISO) 、得滅克 (ISO) 、谷速松 (IS
O) 、安殺番 (ISO) 、五溴二苯醚及八溴二苯
醚、五氯苯酚、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
辛烷磺醯胺類、全氟辛烷磺醯氟。



41

修正前
第 38
章目註
一

第 380850 目僅涵蓋第 3808節貨品，含一種或多種以下物質：阿特靈 (ISO) ，樂殺蟎；毒
殺芬 (ISO)( 氯化茨烯 )；四氯丹 (ISO)；氯丹 (ISO)；克死蟎 (ISO)；克氯苯 (ISO)；
滴滴涕 (ISO)(滴滴涕 ) (INN), 1,1,1-三氯 -2,2-雙 -( 對氯苯 )乙烷 )；地特靈 (ISO ，
INN)； 4,6二硝基鄰甲酚（ DNOC（ ISO））或其鹽類；達諾殺 (ISO) ，其鹽類及其酯
類；二溴乙烯 (1 ， 2-二溴乙烷 ) (ISO)；二氯乙烯 (1 ， 2-二氯乙烷 ) (ISO)；氟乙醯
氨 (ISO)；飛佈達 (ISO)；六氯苯 (ISO)； 1,2,3,4,5,6-六氯環己烷 (HCH (ISO)),包括
靈丹 (ISO,INN); 汞化合物；達馬松 (ISO)；亞素靈 (ISO)；環乙烷 (環氧乙烷 )；巴拉
松 (ISO)；巴拉松 - 甲基 ( 甲基 -巴拉松 )；五氯苯酚 (ISO) ，其鹽類及其酯類；福賜米
松 (ISO)； 2,4,5-T (ISO)(2,4,5-三氯苯氧乙酸 ) ，其鹽類及其酯類；三丁基錫化合
物。第 3808.50 目亦包括免賴得（ ISO）、加保扶（ ISO）、得恩地（ ISO）三者混合的
粉劑配方”

   修正

修正後
第 38
章目註
一

第 3808.52 目及第 3808.59 目僅涵蓋第 3808節貨品，含有一種或多種以下物質：拉草
(ISO)；得滅克 (ISO)；阿特靈 (ISO)；谷速松 (ISO)；樂殺蟎；毒殺芬 (ISO)(氯化茨
烯 )；四氯丹 (ISO)；氯丹 (ISO)；克死蟎 (ISO)；克氯苯 (ISO)；滴滴涕 (ISO)(DDT) 
(INN), 1,1,1-三氯 -2,2-雙 -( 對氯苯 )乙烷 )；地特靈 (ISO ， INN)； 4,6二硝基鄰甲
酚（ DNOC（ ISO））或其鹽類；達諾殺 (ISO) 、其鹽類及其酯類；安殺番 (ISO)；二溴
乙烯 (1 ， 2-二溴乙烷 ) (ISO)；二氯乙烯 (1 ， 2-二氯乙烷 )(ISO)；氟乙醯氨 (ISO)；
飛佈達 (ISO)；六氯苯 (ISO)； 1,2,3,4,5,6-六氯環己烷 (HCH (ISO)),包括靈丹
(ISO,INN); 汞化合物；達馬松 (ISO)；亞素靈 (ISO)；環氧乙烷 (氧化乙烯 )；巴拉松
(ISO)；巴拉松 - 甲基 (ISO)( 甲基 -巴拉松 )；五溴二苯醚及八溴二苯醚；五氯苯酚
(ISO) 、其鹽類及其酯類；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類；全氟辛烷磺醯
氟；福賜米松 (ISO)； 2,4,5-T (ISO)(2,4,5-三氯苯氧乙酸 ) 、其鹽類及其酯類；三丁
基錫化合物。
第 3808.59 目亦包括含有免賴得（ ISO）、加保扶（ ISO）、得恩地（ ISO）三者混合的
粉劑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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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目註二、三，並重新編號現行目註二為目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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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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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第 3824.81 目至第 3824.88 目僅涵蓋含有一種或多種以下物質
之混合物及調製品：環氧乙烷 (氧化乙烯 ) 、多溴聯苯 (PBB
s) 、多氯聯苯 (PCBs) 、多氯三聯苯 (PCTs) 、三（ 2,3-二溴
丙基）磷酸鹽 (ISO) 、阿特靈 (ISO) 、毒殺芬 (ISO)(氯化茨
烯 ) 、氯丹 (ISO) 、十氯酮 (ISO) 、滴滴涕 (ISO)(DDT(IN
N) ， 1,1,1-三氯 -2,2-雙 -( 對氯苯 )乙烷 ) 、地特靈 (IS
O ， INN) 、安殺番 (ISO) 、安特靈 (ISO) 、飛佈達 (ISO) 、滅
蟻樂 (ISO) 、 1,2,3,4,5,6-六氯環己烷 (HCH (ISO)),包括靈
丹 (ISO,INN) 、五氯苯 (ISO) 、六氯苯 (ISO) 、全氟辛烷磺酸
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類、全氟辛烷磺醯氟或四溴二苯
醚 , 五溴二苯醚 , 六溴二苯醚 ,七溴二苯醚或八溴二苯醚。

四、 3825.41 及 3825.49 目所稱之「廢有機溶劑」係指主要含有機
溶劑之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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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3808.50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
3808.50.00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

   刪除 (1 目 )、增列 (5目 )

修正後 -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                      3808.5
3808.52    滴滴涕 (ISO)(DDT(INN)) ，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

之包裝
3808.52.00 滴滴涕 (ISO)(DDT(INN)) ，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

之包裝
3808.59    其他
3808.59.10 其他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原體
3808.59.20 其他本章目註一所列特定物質之成品
-本章目註二所列特定物質：                      3808.6
3808.61    淨重不超過 300 公克之包裝
380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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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8.62.00 淨重超過 300 公克但不超過 7.5 公斤之包裝
3808.69    其他
3808.69.10 其他本章目註二所列特定物質之原體
3808.69.20 其他本章目註二所列特定物質之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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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含環氧乙烷 (乙烯化氧 ) 、多溴聯苯 (PBBs) 、多氯聯苯
(PCBs) 、多氯聯三苯 (PCTs) 或三 (2,3-二溴丙基 )磷酸鹽之
合物及配製品：                                 3824.8
3824.81    含環氧乙烷
3824.82    含多氯聯苯 (PCBs) 、氯聯三苯 (PCTs) 或多溴聯

苯 (PBBs)
3824.82.10 含多氯聯苯 (PCBs) 、氯聯三苯 (PCTs) 或多溴聯

苯 (PBBs)非屬礦物油之電容器油
3824.82.90 其他含多氯聯苯 (PCBs) 、氯聯三苯 (PCTs) 或多

溴聯苯 (PBBs) 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83    含三 (2,3-二溴丙基 )磷酸鹽
3824.90    其他

   修正、增列 (5目 )、刪除 (1目 )、分列 (2目 )

修正後 -本章目註三所列特定物質：                       3824.8
3824.81    含環氧乙烷
3824.82    含多氯聯苯 (PCBs) 、多氯三聯苯 (PCTs) 或多溴

聯苯 (P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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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3824.82.10  含多氯聯苯（ PCBs）、多氯三聯苯（ PCTs）或多溴聯
苯（ PBBs）非屬礦物油之電容器油

3824.82.90  其他含多氯聯苯（ PCBs）、多氯三聯苯（ PCTs）或多
溴聯苯（ PBBs）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83     含三 (2,3-二溴丙基 )磷酸鹽
3824.84     含阿特靈 (ISO) ，毒殺芬 (ISO)(氯化茨烯 ) ，氯丹

(ISO) ，十氯酮 (ISO) ，滴滴涕 (ISO)
(DDT(INN) ， 1,1,1-三氯 -2,2-雙 -( 對氯苯 )乙
烷 ) ，地特靈 (ISO ， INN) ，安殺番 (ISO) ，安特靈
(ISO) ，飛佈達 (ISO) 或滅蟻樂 (ISO)

3824.84.00 含阿特靈 (ISO) ，毒殺芬 (ISO)(氯化茨烯 ) ，氯丹
(ISO) ，十氯酮 (ISO) ，滴滴涕 (ISO)
(DDT(INN) ， 1,1,1-三氯 -2,2-雙 -( 對氯苯 )乙
烷 ) ，地特靈 (ISO ， INN) ，安殺番 (ISO) ，安特靈
(ISO) ，飛佈達 (ISO) 或滅蟻樂 (ISO)

3824.85    含 1 ， 2， 3， 4， 5 ， 6－六氯環己烷 (HCH 
(ISO)) ，包括靈丹 (ISO,INN)

3824.85.00 含 1 ， 2， 3， 4 ， 5， 6－六氯環己烷 (HCH 
(ISO)) ，包括靈丹 (ISO,INN) 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86    含五氯苯 (ISO) 或六氯苯 (ISO)
3824.86.00 含五氯苯 (ISO) 或六氯苯 (ISO) 之混合物及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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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3824.87    含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或全
氟辛烷磺醯氟

3824.87.00 含全氟辛烷磺酸及其鹽類、全氟辛烷磺醯胺或全
氟辛烷磺醯氟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88    含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
二苯醚或八溴二苯醚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88.00 含四溴二苯醚、五溴二苯醚、六溴二苯醚、七溴
二苯醚或八溴二苯醚之混合物及製品

-其他                                       3824.9
3824.91    主要含有甲膦酸甲基 (５－乙基－２－甲基－２

－氧代－１，３，２－二氧磷雜環己－５－基 )
甲酯及甲膦酸雙 [(５－乙基－２－甲基－２－氧
代－１，３，２－二氧磷雜環己－５－基 ) 甲基 ]
酯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91.00 主要含有甲膦酸甲基 (５－乙基－２－甲基－２
－氧代－１，３，２－二氧磷雜環己－５－基 )
甲酯及甲膦酸雙 [(５－乙基－２－甲基－２－氧
代－１，３，２－二氧磷雜環己－５－基 ) 甲基 ]
酯之混合物及製品

3824.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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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第 39章
章註二

(玄 ) 第 96 章之雜項製品（例如，刷子、鈕扣、拉錬、梳
子、煙斗之嘴或柄、紙煙嘴或類似品、保溫器零件或類
似品，鋼筆、自動鉛筆）。

     修正

修正後 (玄 ) 第 96 章之雜項製品（例如，刷子、鈕扣、拉錬、梳
子、煙斗之嘴或柄、紙煙嘴或類似品、保溫器零件或類
似品，鋼筆、自動鉛筆、單腳架、雙腳架、三角架及類
似物品）。

修正前
目註一
( 甲 )

（ 2）第 3901.30 、 3903.20 、 3903.30 及 3904.30等目所稱
之共聚合物，係指共單體單元達全部聚合物含量之百分
之九十五或以上者。

     修正

修正後 （ 2）第 3901.30 、 3901.40 、 3903.20 、 3903.30 及
3904.30等目所稱之共聚合物，係指共聚單體單元達全部聚
合物含量之百分之九十五或以上者。

第 39章 塑膠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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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3901 乙烯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增列 (1 目 )

修正後 3901.40    比重小於 0.94 之乙烯 -α-烯烴共聚合物
3901.40.00 比重小於 0.94 之乙烯 -α-烯烴共聚合物

修正前 3907.60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3907.60.00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初級狀態

     刪除 (1 目 )、分列 (2目 )

修正後 -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                                              3907.6
3907.61    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78ml/g
3907.61.00 黏度值等於或高於 78ml/g之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初級狀態
3907.69    其他
3907.69.00 其他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初級狀態

修正前 3909.30    其他胺基樹脂：
3824.90.93 二異氰酸二苯甲烷之寡聚物混合物（不包括第 39093010 號之貨品）
3909.30.10 二異氰酸二苯甲烷之寡聚物，初級狀態
3909.30.90 其他胺基樹脂，初級狀態

     刪除 (1 目 )、分列 (2目 )、移列

修正後 -其他胺基樹脂：                                                    3909.3
3909.31    聚 (亞甲基苯基異氰酸酯 )（粗 MDI，聚合 MDI）
3909.31.10 聚（亞甲基苯基異氰酸酯）（平均單體數小於 4之聚合物），初級狀態
3909.31.90 其他聚（亞甲基苯基異氰酸酯），初級狀態
3909.39    其他
3909.39.00 其他胺基樹脂，初級狀態



49

修正前 -其他，具有「鯡骨」或類似面紋者：                        4011.6
4011.61  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62  供建築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且輪圈大小不超過 61 公分者
4011.63  供建築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且輪圈大小超過 61 公分者
4011.69  其他
-其他：                                                  4011.9
4011.92  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93  供建築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且輪圈大小不超過 61 公分者
4011.94  供建築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且輪圈大小超過 61 公分者
4011.99  其他

      刪除 (8目 )、增列 (3目 )

修正後 4011.70    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70.10 具有「鯡骨」或類似面紋，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70.90 其他新橡膠氣胎，供農業或森林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80    供建築、礦業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者
4011.80.10 具有「鯡骨」或類似面紋者，供建築、礦業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

用，且輪圈大小不超過６１公分者
4011.80.90 其他新橡膠氣胎，供建築、礦業或工業操作車及機械之用
4011.90    其他
4011.90.00 其他新橡膠氣胎

第 40章 橡膠及其製品



  

The end 
聯絡窗口：本署稅則法制組稅則一科

承辦業務：食品、化學品稅則分類

聯絡電話： (02)25505500分機 10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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