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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0 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類細項之相關說明 

第 0304 節所列為生鮮或冷藏及冷凍鱔、鱒、鰻、鮭、黑鮪魚、南方黑鮪魚、大目鮪、劍旗

魚、美露鱈魚、鯨鯊魚、其他生鮮或冷藏魚片及魚肉（不論是否經剁細）、鰻魚雜碎(生鮮或冷

藏)、其他供食用之魚尾、魚骨(生鮮或冷藏)、供食用之魚翅(生鮮或冷藏)、冷凍類（包括沙丁

魚、鯡類、鯖屬、鯰魚、詹星魚、鯧魚、虱目魚、吳郭魚、鱘魚、其他冷凍鯊魚、海鱺魚、）

魚片、冷凍鱔、鱒、鰻、鮭、黑鮪魚、南方黑鮪魚、大目鮪、劍旗魚、美露鱈魚、鯨鯊魚魚漿、

冷凍之其他魚肉（不論是否經剁細）、供食用之冷凍魚翅。 

    第 37 章包含感光或電影用品。 

    第 3901 節所列為比重小於０‧９４之線性聚乙烯(初級狀態)、比重小於０‧９４之其他聚

乙烯(初級狀態)、比重等於０‧９４或大於０‧９４之聚乙烯(初級狀態)、乙烯－醋酸乙烯之

共聚合物 (初級乳膠狀態)、乙烯－醋酸乙烯之共聚合物(初級固態狀態)、氯化聚乙烯(初級狀

態)、其他乙烯之聚合物(初級狀態)。第 3902 節所為不規則性聚丙烯、其他聚丙烯、聚異丁烯(初

級狀態)、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態)、氯化聚丙烯(初級狀態)、氯化聚丁烯(初級狀態)、其他烯

烴之聚合物(初級狀態)。第 3903 節所列為發泡級聚苯乙烯、其他聚苯乙烯(初級狀態)、苯乙烯

－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態)、丙烯－丁二烯－苯乙烯（ＡＢＳ）共聚合物(初級狀態)、甲基

丙烯酸甲酯－丁二烯－苯乙烯（ＭＢＳ）共聚合物(初級狀態)、多孔型苯乙烯與二乙烯苯共聚

合物、氯甲基化苯乙烯與二乙烯苯共聚合物、胺甲基化苯乙烯與二乙烯苯共聚合物等三種離子

交換樹脂中間體、其他苯乙烯之聚合物(初級狀態)。第 3904 節所列為聚氯乙烯(未與任何其他

物質混合者，初級狀態)、未塑化聚氯乙烯(初級狀態)、已塑化聚氯乙烯(初級狀態)、氯乙烯－

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態)、其他氯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態)、氯亞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

態)、聚四氟乙烯(初級狀態)、其他含氟聚合物(初級狀態)、其他氯乙烯或其他鹵化烯烴之聚合

物(初級狀態)。第 3905 節所列為聚醋酸乙烯水性分散液、其他聚醋酸乙烯(初級狀態)、醋酸乙

烯共聚合物水性分散液、其他醋酸乙烯共聚合物(初級狀態)、聚乙烯醇(不論是否含有未經水解

之醋酸基)、其他乙烯酯之共聚合物或其他乙烯基共聚合物(初級狀態)、聚乙烯醚、聚乙烯縮丁

醛、其他乙烯酯之聚合物或其他乙烯基聚合物(初級狀態)。第 3906 節所列為其他丙烯酸聚合物

粒(初級狀態)、其他丙烯酸聚合物乳液(初級狀態)。第 3907 節所列為聚縮醛(初級狀態)、聚乙

二醇(初級狀態)、聚丙二醇(初級狀態)、聚氧化二甲苯、其他聚醚(初級狀態)、丙二酚型環氧

樹脂、酚醛清漆樹脂型環氧樹脂、其他環氧樹脂(初級狀態)、聚碳酸樹脂(初級狀態)、醇酸樹

脂(初級狀態)、瓶用級聚對苯二甲酸乙烯酯（黏度 0.7-0.92）(初級狀態)、其他聚對苯二甲酸

乙烯酯(初級狀態)、其他不飽和聚酯(初級狀態)、聚對苯二甲酸二丁酯(初級狀態)、聚乳酸(初

級狀態)、其他飽和聚酯(初級狀態)。第 3908 節所列為聚醯胺６，６（尼龍６，６）、聚醯胺

－１１， －１２， －６，９， －６，１０ 或 －６，１２、其他聚醯胺(初級狀態)。

第 3909 節所列為尿素樹脂或硫樹脂(初級狀態)、三聚氰胺樹脂(初級狀態)、二異氰酸二苯甲烷

之寡聚物(初級狀態)、其他胺基樹脂(初級狀態)、酚樹脂(初級狀態)、聚胺基甲酸乙酯(初級狀

態)。第 3910 節所列為矽油、矽油膏、矽樹脂、矽橡膠、其他聚矽氧(初級狀態)。第 3911 節所

列為石油樹脂、喃樹脂、其他薰草酮或薰草酮、樹脂及多烯、聚醯亞胺、聚矽烷。第 3912 節所

列為未塑化醋酸纖維素(初級狀態)、已塑化醋酸纖維素(初級狀態)、硝化纖維素、低黏度硝化

纖維素、膠棉、羧甲基纖維素及其鹽類(初級狀態)、甲基纖維素、乙基纖維素、醋酸－酪酸纖

維素、羥乙基纖維素、丙酸纖維素、其他纖維素醚(初級狀態)、其他纖維素及其化學衍生物(初

級狀態)。第 3913 節所列為藻酸(初級狀態)、藻酸鹽類及酯類(初級狀態)、硬化蛋白質、氯化

天然橡膠、其他天然橡膠之化學衍生物、其他天然聚合物及改質天然聚合物(初級狀態)。第 3914

節所列為以第３９０１至３９１３節之聚合物為基料之離子交換樹脂(初級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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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04 節所列為合成纖維製單絲(供製輪胎簾布用)、其他合成纖維單絲(支數在６７分德

士（即６０‧３丹尼）及以上，其橫斷面不超過１公釐者)、未消毒仿貓腸線(合成纖維絲製)、

其他合成紡織材料製扁條及類似品（例如人造草），其寬度不超過５公釐者。 

    第 5902 節所列為尼龍或其他聚醯胺高強力紗製之輪胎簾布、聚酯高強力紗製之輪胎簾布、

黏液嫘縈高強力紗製之輪胎簾布。 

    第 6001 節所列為人造纖維製長絨織物、其他紡織材料製長絨織物、棉製針織或鉤針織毛圈

織物、人造纖維製針織或鉤針織毛圈織物、羊毛或動物細毛製針織或鉤針織毛圈織物、其他紡

織材料製針織或鉤針織毛圈織物、棉製其他針織或鉤針織圈絨織物、人造纖維製其他針織或鉤

針織圈絨織物、其他紡織材料製其他針織或鉤針織圈絨織物。 

    第 8440 節所列為簿籍裝釘機(包括穿線釘書機)、第 8440 節所屬機械之零件。 

第 8469 節所列為文字處理機、自動打字機、電動打字機、其他電動打字機、盲人點字打字

機、非電動打字機、其他非電動打字機。第 8470 節所列為具有計算功能之袖珍型資料記錄、重

現及顯示之機器、電子計算器(不藉外接電源操作者)、附有列表裝置之電子計算器、其他電子

計算器、其他計算器、會計機、收銀機、郵資機。第 8471 節所列為類比或混合自動資料處理機、

攜帶式數位自動資料處理機(其重量不超過１０公斤並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理單元，一鍵盤及一

顯示器者)、其他數位式自動資料處理機(同一機殼內至少包含有一中央處理單元及一輸入、輸

出單元，不論是否組合者)、其他數位式自動資料處理機(具系統形式者)、終端機、點矩陣列表

機、雷射列表機。第 8472 節所列為複印機、地址印製機及門牌浮印機、信件分類或註銷郵票用

機器、信件摺疊或裝袋、捆綁用機器，信件拆開、封口、密封用機器及黏貼郵票用機器、鑄幣

分類機或計數機、打孔機或裝訂機、削鉛筆機、支票繕寫機及支票簽字機、自動櫃員機、其他

辦公室用機器。 

第 8512 節所列為腳踏車用電氣照明設備、腳踏車用視覺信號設備、機動車輛用車頭大燈及

尾燈、機器腳踏車用車頭大燈及尾燈、機動車輛內照明燈、連接機動車輛電池之手提應急照明

燈、其他機動車輛用照明設備、其他機器腳踏車用照明設備、機動車輛及機器腳踏車用電氣信

號設備、音響信號設備及其零件、擋風板刮刷器、去霜器及去霧器及其零件、機動車輛及機器

腳踏車用照明或視覺信號設備之零件。 

    第 8525 節所列為無線電廣播或電視用以外之發射機、其他無線電發射機、無線電廣播傳輸

器具、電視傳輸器具、無線電廣播或電視播放器具以外之傳輸器具、無線微音器及其座、其他

無線電傳輸器具、數位無線電話機、其他無線電話機、無線電對講機、無線電發射／接收兩用

機、無線電傳真機、其他具有接收器具之無線電傳輸器具、夜視觀察攝影機、其他電視攝影機、

數位靜相攝影機及數位相機、其他靜相攝影機、其他影像攝錄機。 

    第 8526 節所列為雷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台、電波測深器、定向儀及其他船用無線電航行輔

助器具、其他無線電航行輔助器具、供雷達設備用無線電遙控器具、其他無線電遙控器具。 

    第 8527 節所列為袖珍型卡式收放音機、其他不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錄

或放音器具者、不需外接電源之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未併裝有錄或放音器具者、需外接電源之

機動車輛用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錄或放音器具者、需外接電源之機動車輛用無線電廣播

接收機，併裝有錄或放音器具者、需外接電源之機動車輛用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未併裝錄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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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器具者、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錄或放音器具者、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併裝有

計時器，但無錄或放音器具者、其他無線電廣播接收機、供通話、警示或呼叫用之攜帶式接收

器、其他無線電話或無線電報接收器具。 

    第 8528 節所列為影像調諧器、具有通訊功能之機上盒(以微處理器為基礎，含有可上網際

網路之數據機及互動資訊交換及接收電視信號功能者)、衛星電視接收器、高畫質電視機（水平

解析度在１０００條以上）、其他彩色電視接收器具(不論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

錄或放器具者)、黑白或其他單色電視接收器具(不論是否裝有無線電廣播接收機或音、影錄或

放器具者)、彩色閉路電視系統、其他彩色影像監視器、黑白或其他單色閉路電視系統、其他黑

白或其他單色影像監視器、彩色影像投射機、黑白或其他單色影像投射機。 

   第 8530 節所列為鐵路及電車道設備、其他第８５３０節所屬之設備、電信號、安全或交通

管制設備之零件。 

   第 8701 節所列為步行操縱曳引車、半拖車用之道路曳引車、半拖車用之道路曳引車、履帶

式絞盤曳引車、其他履帶式曳引車、輪式絞盤曳引車、農業用曳引車、其他曳引車。 

   第 8702 節所列為機坪接駁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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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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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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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公車、其他供載客十人

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車輛。 

   第 8703 節所列為特別設計之雪地旅行車；高爾夫球車及類似車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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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汽缸容量不超過１００

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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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汽缸容量超過１０００立方公分，但不超過１５

０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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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汽缸容量超過１５００立方公分，但不超過３０

０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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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汽缸容量超過３００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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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汽缸容量不超過１５００立方公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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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

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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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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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０立方公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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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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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客車，

汽缸容量超過３０００立方公分者、其他轎式小客車（包括篷車、跑車）及旅行車、救護車、

其他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 

第 8704 節所列為設計供非公路用之傾卸車，總重量不超過３‧５公噸者、其他設計供非公

路用之傾卸車、冷凍、冷藏車，裝有冷凍設備，總重量不超過３‧５公噸者、其他貨車，裝有

柴油或半柴油引擎，總重量不超過３‧５公噸者、冷凍、冷藏車，裝有冷凍設備，總重量超過

３‧５公噸，但不超過５公噸者、其他貨車，裝有柴油或半柴油引擎，總重量超過３‧５公噸，

但不超過５公噸者、冷凍、冷藏車，裝有冷凍設備，總重量超過５公噸，但不超過２０公噸者、

其他貨車，裝有柴油或半柴油引擎，總重量超過５公噸，但不超過２０公噸者、冷凍、冷藏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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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有冷凍設備，總重量超過２０公噸者、其他貨車，裝有柴油或半柴油引擎，總重量超過２０

公噸者、貨車，裝有汽油引擎，總重量超過５公噸者、電動運動器材搬運機，無駕駛裝置者、

其他載貨用機動車輛。 

    第 8705 節所列為起重機車裝配起重機械專供起重用途者（無載貨容量）、其他起重機車、

機動鑽探車、救火車及救火雲梯車、水泥攪拌車、罐槽貨車，總重不超過３‧５公噸者、罐槽

貨車，總重超過３‧５公噸者、絞車，總重不超過３‧５公噸者、絞車，總重超過３‧５公噸

者、放射線車、灑水車、道路清潔車、清溝車、清溝吸泥車、掃街車、沙灘清潔車、垃圾車、

水肥車、無線電廣播車、探照燈車、捐血車、噴霧車、其他特種機動車輛，但主要設計供載客

或載貨者除外。 

    第 8711 節所列為專供肢體障礙用特製機器腳踏車，裝有往復式內燃活塞引擎，其汽缸容量

不超過５０立方公分者、其他機器腳踏車，裝有往復式內燃活塞引擎，其汽缸容量不超過５０

立方公分者、腳踏車裝有輔助動力，其汽缸容量不超過５０立方公分者、專供肢體障礙用特製

機器腳踏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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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立方

公分者、其他機器腳踏車，腳踏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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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腳踏車，腳踏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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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方公分者、機器腳踏車，腳踏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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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方公分者、機器腳踏車，腳踏車，

裝有往復式內燃活塞引擎，其汽缸容量超過８００立方公分者、邊車、其他機器腳踏車，裝有

電動機者、其他機器腳踏車、其他腳踏車，裝有蓄電池輔助動力者、其他腳踏車，裝有其他輔

助動力者。 

    第 8712 節所列為折疊二輪腳踏車、其他二輪腳踏車、其他腳踏車。 

    第 8713 節所列為失能人士用車(非機械推動者)、失能人士用車(機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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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1 台灣對美國出口產品種類排名 

名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1990/01-2007/12 比例 

1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

元；磁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號

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之

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名

機器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and units 

thereof; magnetic or optical readers, machines for 

transcribing data onto data media in coded form 

and machines for processing such data,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54,254,585,989 0.108981354

2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

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

（蓋套、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Parts and accessories (other than covers, carrying 

cases and the like)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the machines of headings 84.69 to 

84.72  

43,923,579,053 0.088229428

3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 

assemblies  
27,650,229,452 0.0555411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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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監視器及影像投射

機  

Reception apparatus for television, whether or not 

incorporating radio-broadcast receivers or sound 

or video recording or reproducing apparatus; 

video monitors and video projectors  

13,366,629,618 0.02684959

5 

鋼鐵製螺釘、螺栓、螺帽、車用

螺釘、螺旋、鉚釘、橫梢、開口

梢、墊圈（包括彈簧墊圈）及類

似製品  

Screws, bolts, nuts, coach screws, screw hooks, 

rivets, cotters, cotter-pins, washers (including 

spring washers) and similar articles, of iron or 

steel  

13,121,228,862 0.026356653

6 
變壓器、靜電式變流器（例如︰

整流器）及感應器  

Electrical transformers, static converters (for 

example, rectifiers) and inductors  
11,636,084,920 0.02337344

7 
第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節機動

車輛所用之零件及附件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the motor vehicles of 

headings87.01 to 87.05  
11,222,239,146 0.022542146

8 其他家具及其零件  Other furniture and parts thereof  10,380,703,803 0.020851752

9 

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附無

線手機之有線電話機及載波電

流線路系統用或數位線路系統

用之通訊器具；影像電話機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line telephony or line 

telegraphy, including line telephone sets with 

cordless handsets and telecommunication 

apparatus for carrier-current line systems or for 

digital line system  

9,717,294,286 0.019519159

10 印刷電路  Printed circuit  9,075,759,195 0.018230505

11 

本章未列名之一般體能運動、體

操、競技比賽、其他運動（包括

乒乓球）或戶外遊戲用物品及設

備；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Articles and equipment for general physical 

exercise, gymnastics, athletics, other sports 

(including table-tennis) or outdoor games, not 

specified or included elsewhere in this Chapter; 

swimming pools  

8,776,443,940 0.01762927

12 
錄音或錄製其他類似現象用之

空白媒體，第三十七章產品除外 

Prepared unrecorded media for sound recording or 

similar recording of other phenomena, other than 

products of Chapter 37  

7,842,646,614 0.015753548

13 
其他塑膠製品及第３９０１至

３９１４節之材料製成品  

Other articles of plastics and articles of other 

materials of headings 39.01 to 39.14.  
7,354,399,493 0.014772805

14 

無線電話、無線電報、無線電廣

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不論是否

裝有接收或錄或放音器具者；電

視攝影機；靜相攝影機及其他影

像攝錄機；數位相機  

Transmission apparatus for radio-telephony, 

radio-telegraphy, radio-broadcasting or television, 

whether or not incorporating reception apparatus 

or sound recording or reproducing apparatus; 

television camera  

6,151,766,675 0.012357073

15 

空氣泵或真空泵、空氣壓縮機或

其他氣體壓縮機及風扇；含有風

扇之通風罩或再循環罩，不論是

否具有過濾器均在內  

Air or vacuum pumps, air or other gas 

compressors and fans;ventilating or recycling 

hoods incorporating a fan,whetheror not fitted 

with filter  

5,097,663,265 0.01023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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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1(續) 台灣對美國出口產品種類排名 

名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1990/01-2007/12 比例 

16 
非動力之二輪腳踏車及其他腳

踏車（包括載貨三輪腳踏車）  

Bicycles and other cycles (including delivery 

tricycles),not motorized  
5,040,795,435 0.010125461

17 其他鋼鐵製品  Other articles of iron or steel  4,668,733,226 0.00937809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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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hine-tools (including machines for nailing, 

stapling, gluing or otherwise assembling) for 

working wood, cork, bone, hard rubber, hard 

plastics or similar hard materials  

4,628,633,175 0.00929755

19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５２５至

８５２８節所屬器具之零件  

Parts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the

apparatus of headings 85.25 to 85.28  
4,550,337,673 0.00914027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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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 tools (including glaziers' diamonds),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blow lamps; 

vices, clamps and the like, other than accessories 

for and parts of, machine-tools ; anvils; portable 

forges;  

4,447,894,461 0.008934499

21 

女用或女童用正式套裝、搭配式

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洋裝、

裙、褲裙、長褲、圍兜連吊褲工

作服、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 

Women's or girls' suits, ensembles, jackets, 

blazers dresses, skirts, divided skirts, trousers, bib 

and brace overalls, breeches and shorts (other than 

swimwear)  

4,412,135,589 0.00886267

22 

未列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包括

探照燈、聚光燈及其零件；未列

名之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類似

品之裝有－永久固定光源者及

其零件  

Lamps and lighting fittings including searchlights 

and spotlights and parts thereof,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illuminated signs, 

illuminated name-plates and the like, having a 

permanently light and parts  

4,233,078,439 0.008502998

23 

管子、鍋爐外殼、槽、桶或其類

似物品用栓塞、旋塞、閥及類似

用具，包括減壓閥及恆溫控制閥 

Taps, cocks, valves and similar appliances for 

pipes, boiler shells, tanks, vats or the like, 

including pressure-reducing valves and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led valves  

4,145,270,934 0.008326618

24 

女用或女童用正式套裝、搭配式

套裝、夾克、西裝式外套、洋裝、

裙、褲裙、長褲、圍兜連吊褲工

作服、膝褲及短褲（泳衣除外），

針織或鈎針織者  

Women's or girls' suits, ensembles, jackets, 

blazers, dresses, skirts, divided skirts, trousers, bib 

and brace overalls, breeches and shorts (other than 

swimwear), knitted or crocheted  

3,940,798,464 0.007915894

25 
第８７１１至８７１３節所列

車輛之零件及附件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vehicles of headings 

87.11 to 87.13  
3,894,345,232 0.007822583

 小計(前 25 名)   283,533,276,939 0.569534166

 小計(其他)   214,300,380,918 0.430465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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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2 台灣出口至美國之產品種類變化表 

名次 1990/01-1992/12 1993/01-1995/12 1996/01-1998/12 1999/01-2001/12 2002/01-2004/12 2005/01-2007/12 

1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

元；磁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

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

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

名機器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

４６９至８４７２節

機器之零件及附件（蓋

套、提箱及類似品除

外）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

元；磁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

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

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

名機器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

元；磁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

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

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

名機器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

元；磁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

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

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

名機器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

４６９至８４７２節

機器之零件及附件（蓋

套、提箱及類似品除

外）  

2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

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

（蓋套、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

附屬單元；磁性或光學

閱讀機，以符號方式將

資料轉錄於資料媒體

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

料之未列名機器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

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

（蓋套、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

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

（蓋套、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

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

（蓋套、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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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監視器及影

像投射機  

3 其他家具及其零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4 

本章未列名之一般體能運動、

體操、競技比賽、其他運動（包

括乒乓球）或戶外遊戲用物品

及設備；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其他家具及其零件  
變壓器、靜電式變流器（例如︰

整流器）及感應器  

變壓器、靜電式變流器（例如︰

整流器）及感應器  

鋼鐵製螺釘、螺栓、螺帽、車

用螺釘、螺旋、鉚釘、橫梢、

開口梢、墊圈（包括彈簧墊圈）

及類似製品  

無線電話、無線電報、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

傳輸器具，不論是否裝

有接收或錄或放音器

具者；電視攝影機；靜

相攝影機及其他影像

攝錄機；數位相機  

5 
鞋靴，外底以橡膠、塑膠、皮

或組合皮製，而鞋面以皮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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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監視器及影

像投射機  

鋼鐵製螺釘、螺栓、螺帽、車

用螺釘、螺旋、鉚釘、橫梢、

開口梢、墊圈（包括彈簧墊圈）

及類似製品  

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附

無線手機之有線電話機及載波

電流線路系統用或數位線路系

統用之通訊器具；影像電話機

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附

無線手機之有線電話機及載波

電流線路系統用或數位線路系

統用之通訊器具；影像電話機

鋼鐵製螺釘、螺栓、螺

帽、車用螺釘、螺旋

、鉚釘、橫梢、開口

梢、墊圈（包括彈簧墊

圈）及類似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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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3 台灣對日本出口產品種類排名 

名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1990/01-2007/12 比例 

1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 assemblies  29,537,341,456 0.133701329

2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元；磁

性或光學閱讀機，以符號方式將資

料轉錄於資料媒體之機器及處理此

類資料之未列名機器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s and units 

thereof ;magnetic or optical readers, machines for 

transcribing data onto data media in coded form and 

machines for processing such data,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17,466,655,622 0.079063143

3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８４

７２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蓋套、

提箱及類似品除外）  

Parts and accessories (other than covers, carrying 

cases and the like) suitable for use solely or 

principally with the machines of headings 84.69 to 

84.72  

12,778,002,200 0.057839866

4 豬肉，生鮮、冷藏或冷凍  Meat of swine, fresh, chilled or frozen  8,155,881,284 0.036917749

5 
冷凍魚（第０３０４節之切片及其

他魚肉除外）  

Fish, frozen, excluding fish fillets and other fish 

meat of heading 03.04  
7,353,165,606 0.033284242

6 

本章未列名之一般體能運動、體

操、競技比賽、其他運動（包括乒

乓球）或戶外遊戲用物品及設備；

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Articles and equipment for general physical exercise, 

gymnastics, athletics, other sports (including 

table-tennis) or outdoor games, not specified or 

included elsewhere in this Chapter; swimming pools 

4,211,125,561 0.019061739

7 

熱軋之鐵或非合金鋼扁軋製品，寬

度６００公厘及以上，未經被覆、

鍍面、塗面者  

Flat-rolled products of iron or non-alloy steel, of a 

width of 600 mm or more, hot-rolled, not clad, 

plated or coated  

3,982,903,674 0.018028688

8 其他家具及其零件  Other furniture and parts thereof  3,949,685,456 0.017878325

9 

二極體、電晶體及類似半導體裝

置；光敏半導體裝置，包括是否為

各體之集合或製造成組件之光伏打

電池；發光二極體；已裝妥之壓電

晶體  

Diodes, transistors and similar semiconductor 

devices; photosensitive semiconductor devices, 

including photovoltaic cells whether or not 

assembled in modules or made up into panels; light 

emitting diod  

3,841,016,664 0.017386434

10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號列所更

明確說明之物品者）；雷射，雷射二

極體除外；其他光學用具及儀器，

本章未列名者  

Liquid crystal devices not constituting articles 

provided for more specifically in other headings; 

lasers, other than laser diodes; other optical 

appliances and instruments, not specified or included 

el  

3,344,748,671 0.015140067

11 
其他塑膠製品及第３９０１至３９

１４節之材料製成品  

Other articles of plastics and articles of other 

materials of headings 39.01 to 39.14.  
3,270,625,111 0.014804546

12 

有線電話或電報器具，包括附無線

手機之有線電話機及載波電流線路

系統用或數位線路系統用之通訊器

具；影像電話機  

Electrical apparatus for line telephony or line 

telegraphy, including line telephone sets with 

cordless handsets and telecommunication apparatus 

for carrier-current line systems or for digital line 

system  

3,176,717,939 0.014379473

13 
已調製或保藏之魚類；魚子醬及由

魚卵調製之魚子醬代替品  

Prepared or preserved fish; caviar and caviar 

substitutes prepared from fish eggs  
2,805,324,700 0.012698355

14 印刷電路  Printed circuit  2,305,474,343 0.010435773

15 
第８７０１至８７０５節機動車輛

所用之零件及附件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the motor vehicles of 

headings87.01 to 87.05  
2,286,608,693 0.010350377

16 活魚  Live fish  2,151,761,019 0.00973998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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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監視器及影像投射機  

Reception apparatus for television, whether or not 

incorporating radio-broadcast receivers or sound or 

video recording or reproducing apparatus; video 

monitors and video projectors  

2,082,910,266 0.00942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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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3 (續) 台灣對日本出口產品種類排名 

名次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1990/01-2007/12 比例 

18 

聚縮醛，其他聚醚及環氧樹脂，初

級狀態；聚碳酸樹脂，醇酸樹脂，

聚丙烯酯及其他聚酯，初級狀態  

Polyacetals, other polyethers and epoxide 

resins, in primary forms; polycarbonates, 

alkyd resins, polyallyl esters and other 

polyesters, in primary forms  

1,954,878,281 0.008848793

19 
錄音或錄製其他類似現象用之空白

媒體，第三十七章產品除外  

Prepared unrecorded media for sound 

recording or similar recording of other 

phenomena, other than products of Chapter 

37  

1,952,413,716 0.008837637

20 

縫紉機，第８４４０節之穿線訂書

機除外；縫紉機專用之特製配備、

底架及蓋；縫紉機車針  

Sewing machines, other than book sewing 

machines of heading84.40; furniture, bases 

and cover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sewing 

machines; sewing machine needles  

1,802,649,294 0.00815972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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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供零售用

者  

Synthetic filament yarn (other than sewing 

thread), not put up for retail sale, 

including synthetic monofilament of less 

than 67 decitex  

1,750,321,886 0.007922865

22 
變壓器、靜電式變流器（例如︰整

流器）及感應器  

Electrical transformers, static 

converters (for example,rectifiers) and 

inductors  

1,744,712,755 0.007897475

23 其他鋼鐵製品  Other articles of iron or steel  1,717,087,099 0.007772427

24 

電音響或視覺信號器具（如︰電

鈴、電警報器、指示面板、防盜器

或火災警報器），第８５１２或８５

３０節所列者除外  

Electric sound or visual signalling 

apparatus (for example,bells, sirens, 

indicator panels, burglar or fire 

alarms),other than those of heading 85.12 

or 85.30  

1,678,024,724 0.00759561

25 

帶羽毛或羽絨之鳥皮及鳥之其他部

分、羽毛暨其片段（不論已否修剪）

及羽絨，僅經潔淨、消毒或保藏處

理而未進一步加工者；及其粉末或

廢料  

Skins and other parts of birds, with their 

feathers or down, feather and parts of 

feathers (whether or not with trimmed 

edges) and down, not further worked than 

cleaned, disinfected or treated for pres 

1,633,679,643 0.007394881

 小計(前 25 名)   126,933,715,663 0.574567838

 小計(其他)   93,986,612,976 0.425432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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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4 台灣出口至日本之產品種類變化表 

名次 1990/01-1992/12 1993/01-1995/12 1996/01-1998/12 1999/01-2001/12 2002/01-2004/12 2005/01-2007/12 

1 
猪肉，生鮮、冷藏或

冷凍 
猪肉，生鮮、冷藏或冷凍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

光學閱讀機，以符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

資料媒體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

名機器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單元；磁性或光

學閱讀機，以符號方式將資料轉錄於資料

媒體之機器及處理此類資料之未列名機

器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2 

已調製或保藏之魚

類；魚子醬及由魚卵

調製之魚子醬代替

品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其附屬

單元；磁性或光學閱讀

機，以符號方式將資料轉

錄於資料媒體之機器及處

理此類資料之未列名機器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積體電路及微組件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８４６９至８４７

２節機器之零件及

附件（蓋套、提箱及

類似品除外）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

８４６９至８４７

２節機器之零件及

附件（蓋套、提箱及

類似品除外）  

3 

本章未列名之一般

體能運動、體操、競

技比賽、其他運動

（包括乒乓球）或戶

外遊戲用物品及設

備；游泳池及袖珍游

泳池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

９至８４７２節機器之零

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

類似品除外）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８４７２

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類

似品除外）  

專用或主要用於第８４６９至８４７２

節機器之零件及附件（蓋套、提箱及類似

品除外）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

其附屬單元；磁性或

光學閱讀機，以符號

方式將資料轉錄於

資料媒體之機器及

處理此類資料之未

列名機器  

冷凍魚（第０３０４

節之切片及其他魚

肉除外）  

4 

熱軋之鐵或非合金

鋼扁軋製品，寬度６

００公厘及以上，未

經被覆、鍍面、塗面

者  

本章未列名之一般體能運

動、體操、競技比賽、其

他運動（包括乒乓球）或

戶外遊戲用物品及設備；

游泳池及袖珍游泳池  

猪肉，生鮮、冷藏或冷凍  
冷凍魚（第０３０４節之切片及其他魚肉

除外）  

冷凍魚（第０３０４

節之切片及其他魚

肉除外）  

錄音或錄製其他類

似現象用之空白媒

體，第三十七章產品

除外  

5 

其他塑膠製品及第

３９０１至３９１

４節之材料製成品 

已調製或保藏之魚類；魚

子醬及由魚卵調製之魚子

醬代替品  

冷凍魚（第０３０４節之切片及其他魚

肉除外）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其他號列所更明確說

明之物品者）；雷射，雷射二極體除外；

其他光學用具及儀器，本章未列名者  

液晶裝置（未構成為

其他號列所更明確

說明之物品者）；雷

射，雷射二極體除

外；其他光學用具及

儀器，本章未列名者

自動資料處理機及

其附屬單元；磁性或

光學閱讀機，以符號

方式將資料轉錄於

資料媒體之機器及

處理此類資料之未

列名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