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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食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將農、林、
漁、牧業產品處理成食
品之行業。 

0811010 豬肉 公噸
0811020 牛肉 公噸
0811090 其他畜肉 公噸
0811110 雞肉 公噸
0811190 其他禽肉 公噸
0811210 禽畜雜碎 公噸
   
0812010 冷凍畜肉 公噸
0812020 冷凍禽肉 公噸
0812030 冷凍禽畜雜碎 公噸
   
0813010 脫水肉類食品 公斤
0813020 香腸 公噸
0813090 醃漬肉類食品 公噸
   
0821010 冷凍魚類(含肝、卵) 公噸
0821020 冷凍蝦類 公噸
0821030 冷凍魚漿 公噸
0821090 其他冷凍水產 公噸
   
0822010 脫水水產食品 公斤
0822020 醃漬水產食品 公噸
   
0831010 冷凍豆類 公噸
0831020 冷凍混合蔬菜 公噸
0831090 單一冷凍蔬菜 公噸
0831110 冷凍果實 公噸
   
0832010 脫水蔬菜 公斤
0832110 脫水果實 公斤
0832290 其他脫水蔬果食品 公斤
0832310 醃漬蔬菜 公噸
0832410 醃漬果實 公噸
0832590 其他醃漬蔬果食品 公噸
0832610 豆腐 公噸
0832620 豆乾 公噸
0832630 豆沙(餡) 公斤
0832640 素肉產品 公斤
0832650 豆奶 千公升
0832690 其他豆類加工食品 公噸
0832910 果醬(含花生醬) 公斤
0832990 其他蔬果加工食品 公斤
   
0840010 豬油脂 公噸
0840090 其他食用動物油脂 公噸
0840110 粗製黃豆油 公噸
0840120 精製黃豆油 公噸
0840130 大豆(黃豆)沙拉油 公噸
0840140 花生油 公斤
0840150 麻油 公斤
0840160 精製葵花籽油 公噸
0840170 精製油菜籽油 公噸
0840190 其他食用植物油 公噸
0840210 人造奶油 公噸

0840220 烤酥油 公噸
   
0850010 鮮乳(不加糖) 公噸
0850020 保久乳 公噸
0850110 全脂乳粉 公噸
0850120 脫脂乳粉 公噸
0850130 食用調製乳粉 公噸
0850190 其他乳粉 公噸
0850210 煉乳 公噸
0850220 乳水 公噸
0850310 乳油 公噸
0850320 乳酪(白脫) 公噸
0850330 乾酪及凝乳(起司) 公噸
0850410 調味乳 公噸
0850510 發酵乳 公噸
0850590 其他發酵乳品 公噸
0850610 冰淇淋 公噸
0850990 其他乳製品 公噸
   
0861010 糙米 公噸
0861990 其他穀物碾製品 公噸
   
0862010 麵粉 公噸
0862110 食用大豆粉(餅) 公噸
0862120 脫脂大豆粉(餅) 公噸
0862990 其他食用磨粉製品 公噸
   
0863010 食用澱粉 公噸
0863110 果糖(含糖漿) 公噸
0863120 葡萄糖(含糖漿) 公噸
0863130 麥芽糖(含糖漿) 公噸
0863990 其他糖及糖製品 公噸
0863991 其他澱粉及其製品 公噸
   
0870010 配合飼料 公噸
0870110 單一飼料 公噸
0870210 補助飼料 公噸
   
0891010 麵包 公斤
0891110 餅乾 公斤
0891210 蛋糕 公斤
0891310 西點 公斤
0891410 中式茶食 公斤
0891510 米果 公斤
0891610 糕粿糬類製品 千元
0891710 包子、饅頭類製品 公斤
0891990 其他烘焙炊蒸食品 公斤
   
0892010 麵條 公噸
0892090 粉條類食品 公噸
0892110 速食麵條 千箱
0892190 速食粉條類食品 千箱
   
0893010 紅糖 公噸
0893110 砂糖 公噸
0893210 糖蜜 公噸

0893390 其他糖類 公噸
   
0894010 口香糖 公斤
0894110 巧克力糖 公斤
0894990 其他糖果 公斤
   
0895010 完全發酵茶 公斤
0895020 不發酵茶 公斤
0895030 烏龍茶 公斤
0895040 包種茶 公斤
0895050 加味茶 公斤
0895090 其他部分發酵茶 公斤
0895190 其他茶製品 公斤
   
0896010 味精(麩胺酸鈉) 公噸
0896020 高鮮味精 公斤
0896090 其他胺基酸 公噸
0896110 高級精鹽 公噸
0896120 普通精鹽 公噸
0896130 洗滌鹽 公噸
0896140 餐桌鹽 公斤
0896150 低鈉鹽 公斤
0896190 其他食用鹽 公斤
0896210 醬油 公噸
0896310 沙拉醬(蛋黃醬) 公斤
0896320 沙茶醬 公斤
0896330 番茄醬 公斤
0896390 其他調味醬 公斤
0896410 食用醋 公噸
0896990 其他調味品(含香辛料) 公斤
   
0897010 蘆筍罐頭 標準箱
0897020 洋菇罐頭 標準箱
0897030 竹筍罐頭 標準箱
0897040 番茄罐頭 標準箱
0897050 玉米罐頭 標準箱
0897090 其他蔬菜罐頭 標準箱
0897110 鳳梨罐頭 標準箱
0897190 其他水果罐頭 標準箱
0897210 肉類罐頭 標準箱
0897310 水產品罐頭 標準箱
0897410 醬菜罐頭 標準箱
0897420 素味罐頭 標準箱
0897430 粥類罐頭 標準箱
0897490 其他食品罐頭 標準箱
0897510 冷凍調理鰻 公噸
0897520 冷凍熟水餃 公斤
0897590 其他膳食及菜餚 公噸
0897910 冷凍麵糰 公噸
   
0899010 即食餐食 千元
0899110 蛋製品 公斤
0899210 冰棒 千元
0899290 其他食用冰製品 千元
0899310 病患用食品 千元

0899320
嬰兒配方食品及較大嬰兒
配方輔助食品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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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9330 食用酵素 千元

0899340 
保健類之膠囊、錠狀、顆
粒粉末 千元

0899350 漢方營養補給飲品 千元
0899360 非漢方營養補給飲品 千元
0899390 其他營養保健食品 千元
0899410 食品添加物 千元
0899510 速食粥 千元
0899590 其他米加工食品 千元
0899610 酵母粉(含健素類) 公噸
0899620 麵筋 公噸
0899630 速食湯包(杯) 千元
0899690 其他農產加工食品 千元
0899710 其他水產加工食品 千元
0899810 其他肉類加工食品 千元
08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 千元

09 飲料製造業 適用從事各種飲料製造之行業。

0911010 啤酒 公石
   
0919010 米糧釀製酒 公石
0919020 水果釀製酒 公升
0919030 米糧蒸餾酒 公升
0919040 水果蒸餾酒 公升
0919050 再製酒 公升
0919060 中藥再製酒 公升
0919070 料理酒 公升
0919090 其他酒精飲料 公升
   
0920010 濃縮果蔬汁 千公升
0920020 純果蔬汁 千公升
0920030 稀釋果蔬汁 千公升
0920040 清淡果蔬汁 千公升
0920090 其他果蔬類飲料 千公升
0920110 碳酸飲料 千公升
0920210 礦泉水 千公升
0920310 包裝飲用水 千公升
0920410 運動飲料 千公升
0920510 咖啡飲料 千公升
0920610 茶類飲料 千公升
0920710 機能性飲料 千公升
0920990 其他非酒精飲料 千公升

10 菸草製造業 
適用從事以菸草或菸草代用品作
為原料，製造可供吸用、嚼用、
含用或聞用等菸草製品之行業。 

1000010 濾嘴菸 萬支
1000110 非濾嘴菸 萬支
1000210 雪茄 千支
1000310 菸絲 公斤

11 紡 織 業 適用從事紡織之行業。 

1111010 
棉紗(原棉 85%以上且不
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1020 
棉質彈性紗(原棉 85%以
上且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1110 
棉混紡紗(原棉 50%～
85%且不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1120 棉混紡彈性紗(原棉 50% 公噸

～85%且含彈性纖維) 
1111210 棉縫線 公噸
1111310 碳化羊毛 公噸

1111320 
羊毛毛條(羊毛 85%以
上) 公噸

1111410 
羊毛梳毛紗(羊毛 85%以
上且不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1420 
羊 毛 梳 毛 彈 性 紗 ( 羊 毛
85%以上且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1430 
羊毛紡毛紗(羊毛 85%以
上) 公噸

1111440 
羊毛毛線(羊毛 85%以
上) 公噸

1111510 
羊 毛 混 紡 梳 毛 紗 ( 羊 毛
50%～85%且不含彈性
纖維) 

公噸

1111520 
羊毛混紡梳毛彈性紗(羊
毛 50%～85%且含彈性
纖維) 

公噸

1111530 
羊 毛 混 紡 紡 毛 紗 ( 羊 毛
50%～85%) 公噸

1111540 
羊毛混紡毛線(羊毛 50%
～85%) 公噸

1111990 其他毛紗 公噸
   

1112005 
人纖毛條(人纖 85%以
上) 公噸

1112010 人纖絲縫線 公噸
1112015 人纖棉縫線 公噸

1112020 
梳毛合纖紗(合纖 85%以
上且不含彈性纖維)－毛
紡系 

公噸

1112025 
合 纖 彈 性 加 工 紗 ( 合 纖
85%以上且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2030 
紡毛合纖紗(合纖 85%以
上)－毛紡系 公噸

1112035 
聚 酯 棉 紗 ( 聚 酯 短 纖 維
85%以上且不含彈性纖
維) 

公噸

1112040 
嫘 縈 棉 紗 ( 嫘 縈 短 纖 維
85%以上且不含彈性纖
維) 

公噸

1112045 
聚丙烯腈棉紗(聚丙烯腈
短纖 85%以上且不含彈
性纖維) 

公噸

1112090 
其他人纖紗(人纖 85%以
上) 公噸

1112110 
梳 毛 合 纖 混 紡 紗 ( 合 纖
50%～85%且不含彈性
纖維)－毛紡系 

公噸

1112120 
紡 毛 合 纖 混 紡 紗 ( 合 纖
50%～85%)－毛紡系 公噸

1112130 
聚酯棉混紡紗(聚酯短纖
維 50%～85%且不含彈
性纖維) 

公噸

1112140 
嫘縈棉混紡紗(嫘縈短纖
維 50%～85%且不含彈
性纖維) 

公噸

1112150
聚丙烯腈棉混紡紗(聚丙
烯腈短纖 50%～85%且
不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2160
人 造 棉 彈 性 紗 ( 人 造 棉
50%以上且含彈性纖維) 公噸

1112190
其 他 人 纖 混 紡 紗 ( 人 纖
50%～85%) 公噸

   

1113010
尼龍加工絲(不含彈性纖
維) 公噸

1113020
尼龍彈性複合紗(含彈性
纖維) 公噸

1113030
聚酯加工絲(不含彈性纖
維) 公噸

1113040
聚酯彈性複合紗(含彈性
纖維) 公噸

1113050 聚丙烯腈加工絲 公噸
1113090 其他人纖加工絲 公噸
   
1119010 生絲 公噸
1119020 蠶絲紗(蠶絲 85%以上) 公噸

1119030
蠶絲混紡紗(蠶絲 50%～
85%) 公噸

1119040 蠶絲線 公噸
1119110 麻紗(麻 85%以上) 公噸

1119120
麻 混 紡 紗 ( 麻 50% ～
85%) 公噸

1119990 其他紗(線) 公噸
   

1121010
棉梭織布(原棉 85%以
上) 千平方公尺

1121020
棉混紡梭織布(原棉 50%
～85%) 千平方公尺

1121030 棉交織梭織布 千平方公尺

1121110
羊 毛 梳 毛 梭 織 布 ( 羊 毛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1120
羊 毛 紡 毛 梭 織 布 ( 羊 毛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1210
羊毛梳毛混紡梭織布(羊
毛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1220
羊毛紡毛混紡梭織布(羊
毛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1990 其他毛梭織布 千平方公尺
   

1122010
聚 酯 絲 梭 織 布 ( 聚 酯 絲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020
尼 龍 絲 梭 織 布 ( 尼 龍 絲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030
嫘 縈 絲 梭 織 布 ( 嫘 縈 絲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040 輪胎簾布 公噸

1122090
其他人纖絲梭織布(人纖
絲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110
聚 酯 絲 交 織 布 ( 聚 酯 絲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2120
尼 龍 絲 交 織 布 ( 尼 龍 絲
50%～85%) 千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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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90 
其他人纖絲交織布(人纖
絲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2210 
聚 酯 棉 梭 織 布 ( 聚 酯 棉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220 
嫘 縈 棉 梭 織 布 ( 嫘 縈 棉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290 
其他人纖棉梭織布(人纖
棉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2310 
聚酯棉混紡梭織布(聚酯
棉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2390 
其他人纖棉混紡梭織布
(人纖棉 50%～85%) 千平方公尺

   
1123010 玻璃纖維梭織布 公噸
1123020 玻璃纖維梭織帶 公噸
1123090 其他玻璃纖維編織物 千元
   
1124010 經編針織布 公噸
1124110 圓編圈絨(毛巾)針織布 公噸
1124190 其他圓編針織布 公噸
1124990 其他針織布 公噸
   

1129010 
蠶絲梭織布(蠶絲 85%以
上) 千平方公尺

1129020 
蠶絲交織布(蠶絲 50%～
85%) 千平方公尺

1129110 麻布(麻 85%以上) 千平方公尺

1129120 
麻 混 紡 布 ( 麻 50% ～
85%) 千平方公尺

1129990 其他織布 千平方公尺
   
1130005 化學黏合不織布 公噸
1130010 針軋不織布 公噸
1130015 針縫(縫錠)不織布 公噸
1130020 熔噴不織布 公噸
1130025 紡黏不織布 公噸
1130030 濕式不織布 公噸
1130035 水針不織布 公噸
1130045 熱黏合不織布 公噸
1130050 氣流成網不織布 公噸
1130051 薄膜不織布 公噸
1130052 塗層不織布 公噸
1130055 複合不織布 公噸
1130090 其他不織布 公噸
   
1140010 梭織布染色整理 千平方公尺
1140020 針織布染色整理 公噸
1140030 紗絲線染色整理 公噸
1140110 梭織布印花整理 千平方公尺
1140120 針織布印花整理 公噸
1140910 塗布／貼合加工布整理 千元
1140990 其他紡織品整理 千元
   
1151010 機織地毯 平方呎
1151020 鈎針地毯 平方呎
1151030 毛毯 條 

1151090 其他地毯 平方呎
1151110 毛巾 打 
1151120 浴巾 打 
1151130 毛巾被 打 
1151190 其他毛巾物 打 
1151210 床單、床罩 打 
1151290 其他床單物 打 
1151310 帆布袋 打 
1151390 其他帆布製品 千元
1151910 帳篷 打 
1151920 傘面 打 
1151930 睡袋 打 
1151940 棉被、枕頭 件 
1151950 口罩 個 
1151990 其他紡織製成品 千元
   
1152010 尼龍繩索 公噸
1152090 其他繩索 公噸
1152110 吊床網 平方呎
1152190 其他纜網 平方呎
1152210 漁網 公噸
   
1159010 氈類 平方呎
1159110 鬆緊帶 千公尺
1159190 其他織帶 千元
1159910 帆布 千平方公尺
1159920 刺繡布 千平方公尺

1159930 
其他蠶絲織品(不含蠶絲
織布) 千元

1159990 其他紡織品 千元

12 成衣及 服飾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成衣及服飾品裁
剪、縫製之行業。 

1211010 梭織男外衣 打 
1211020 梭織女外衣 打 
1211030 無塵衣 件 
1211110 梭織運動服(含泳衣) 打 
1211210 梭織男襯衫 打 
1211220 梭織女襯衫 打 

1211310 
梭織嬰兒服裝及服飾附
屬品 打 

   
1212010 梭織男內衣褲 打 
1212020 梭織女內衣褲 打 
1212110 梭織睡衣褲 打 
1212990 梭織成衣局部加工 千元
  
1221010 針織男外衣 打 
1221020 針織女外衣 打 
1221110 針織運動服(含泳衣) 打 
1221210 針織男襯衫 打 
1221220 針織女襯衫 打 

1221310 
針織嬰兒服裝及服飾附
屬品 打 

1221410 針織毛衣(褲) 打 
1222010 針織男內衣褲 打 
1222020 針織女內衣褲 打 

1222110 針織睡衣褲 打 
1222910 其他成衣 打 
1222990 針織成衣局部加工 千元
1222991 其他成衣局部加工 千元
   
1231010 短襪 千打
1231020 長襪 千打
1231030 褲襪 千打
1231090 其他製襪 千打
   
1232010 車縫手套 千打
1232020 針織手套 千打
   
1233010 梭織帽 打 
1233020 針織帽 打 
1233030 草帽 打 
1233090 其他製帽 打 
   
1239910 圍巾、頭巾 打 
1239920 領帶(結、巾) 打 
1239930 絲巾、手帕 打 

1239940
無塵服飾配件(不含無塵
衣) 件 

1239990 其他服飾品 千元

13 皮革、毛皮及 
其製品製造業 

適用從事皮革及毛皮整製、鞋
類、行李箱、手提袋及其他皮
革、毛皮製品製造之行業。 

1301010 牛面皮革 平方公尺
1301020 豬面皮革 平方公尺
1301090 其他面皮 平方公尺
1301110 牛榔皮革 平方公尺
1301120 豬榔皮革 平方公尺
1301190 其他榔皮 平方公尺
1301210 牛底皮革 公斤
1301220 豬底皮革 公斤
1301290 其他底皮 公斤
1301300 其他皮革及毛皮整製 千元
   
1302010 皮製紳士鞋(平鞋) 雙 
1302020 皮製高跟鞋 雙 
1302030 皮製兒童鞋 雙 
1302040 皮製運動鞋 雙 
1302050 皮製便鞋 雙 
1302060 皮製涼鞋 雙 
1302070 皮製拖鞋 雙 
1302090 其他皮製皮鞋 雙 
1302110 塑膠皮製運動鞋 雙 
1302120 塑膠便鞋 雙 
1302130 塑膠涼鞋 雙 
1302140 塑膠拖鞋 雙 
1302190 其他塑膠鞋 雙 
1302210 橡膠鞋 雙 
1302300 紡織鞋 雙 
1302410 皮鞋面 千元
1302420 其他皮鞋零配件 千元
1302430 塑膠製鞋材 千元
1302440 橡膠製鞋材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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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2450 紡織製鞋材 千元
1302910 其他材質製鞋 雙 
   
1303010 皮製行李箱 只 
1303020 塑膠製行李箱 只 
1303110 皮製手提袋(包) 只 
1303120 塑膠製手提袋(包) 只 
1303210 真皮皮夾 只 
1303220 塑膠皮夾 只 

1303300 
其他材質製行李箱及手
提袋(包) 只 

1303400 書包 個 

1303900 
行李箱及手提袋(包)零配
件 千元

   
1309010 皮手套(不含運動皮手套) 打 
1309110 皮衣褲 打 
1309910 皮帶 打 
1309920 毛皮帽(不含運動皮帽) 打 
1309990 其他皮革及毛皮製品 千元

14 木 竹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以木、竹、藤、柳條、
軟木等製成製造用材料、半成
品或成品之行業。 

1401010 檜木製材 立方公尺
1401020 橡木製材 立方公尺
1401090 其他針葉樹製材 立方公尺
1401110 柳安製材 立方公尺
1401120 拉敏製材(白木製材) 立方公尺
1401130 柚木製材 立方公尺
1401190 其他闊葉樹製材 立方公尺
   
1402010 柳安素面合板 平方公尺
1402020 拉敏(白木)素面合板 平方公尺
1402090 其他素面合板 平方公尺
1402110 合板貼面 平方公尺
1402120 木心板 平方公尺
1402190 其他加工合板 平方公尺
1402210 集成材(層積材) 立方公尺
1402220 纖維板 立方公尺
1402230 塑合板(粒片板) 立方公尺
1402290 其他組合木材 立方公尺
   
1403010 木門 片 
1403015 木質地板 千元
1403016 複合式地板 千元
1403020 其他建築用木製品 千元
   
1404010 木質容器 千元
   
1409010 竹製品(家具除外) 千元
1409110 藤製品(家具除外) 千元
1409910 木質單板 平方公尺
1409990 其他木製品(家具除外) 千元

15 紙漿、紙及紙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紙漿、紙張、
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
行業。 

1511010 木漿 公噸
1511020 回收紙漿(自用漿除外) 公噸

1511090 其他紙漿 公噸
   
1512010 塗布紙－銅版紙 公噸
1512020 輕量塗布紙 公噸
1512030 未塗布－印刷書寫用紙 公噸
1512040 新聞紙 公噸
1512050 單光紙 公噸
1512090 其他文化用紙 公噸
1512110 包裝用紙 公噸
1512210 宣紙 公噸
1512220 棉紙 公噸
1512290 其他中式紙張 公噸
1512910 捲煙紙 公噸
1512990 其他紙張 公噸
   
1513010 裱面紙板(牛皮紙板) 公噸
1513020 白紙板 公噸
1513030 瓦楞芯紙 公噸
1513090 其他紙板 公噸
   
1520010 水泥紙袋 千只
1520090 其他紙袋 千只
1520110 瓦楞紙箱(板) 千平方公尺
1520990 其他紙容器 千只
   
1591010 衛生紙 公噸
1591020 面紙 公噸
1591030 擦手紙 公噸
1591090 其他家庭及衛生用紙 公噸
1591110 紙尿布(含片、褲) 千片
1591120 衛生棉 千片
   
1599010 影印紙 公噸
1599020 電腦報表紙 公噸
1599030 膠紙(不含紙黏膠帶) 公噸
1599040 過濾紙 公噸
1599050 傳真紙 公噸
1599060 非碳複寫紙 公噸
1599070 壁紙 公噸
1599080 轉印紙 公噸
1599090 其他加工紙 公噸
1599990 其他紙製品 公噸

16 印 刷 及 資 料 儲
存 媒 體 複 製 業

適用從事製版、印刷、裝
訂、其他印刷輔助及資料
儲存媒體複製之行業。 

1611010 書籍印刷品 千元
1611020 報紙印刷品 千元
1611030 印刷曆 千元
1611090 其他印刷品 千元
   
1612010 製版品 千元
1612110 印刷品裝訂及代工 千元
  
1620010 光碟複製 千元
1620020 唱片複製 千元
1620030 錄音帶複製 千元
1620040 錄影帶複製 千元

17 石 油 及 煤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以礦產原油、頁
岩、瀝青砂等，分餾提煉
有機溶劑及瀝青等行業。

1700005 車用汽油 公秉
1700010 航空汽油 公秉
1700015 酒精汽油 公秉
1700020 其他汽油 公秉
1700025 航空燃油 公秉
1700030 煤油 公秉
1700035 柴油 公秉
1700040 生質柴油 公秉
1700045 燃料油 公秉
1700050 潤滑油基礎油 公秉
1700055 潤滑油 公秉
1700060 石油腦 公秉
1700065 溶劑油 公秉
1700070 柏油(瀝青) 公噸
1700073 甲烷(石油煉製) 公噸
1700076 乙烷(石油煉製) 公噸
1700079 丙烷(石油煉製) 公噸
1700083 丁烷(石油煉製) 公噸
1700090 其他煉製油品 千元
1700910 焦炭 公噸
1700920 石油焦 公噸
1700930 硫磺 公噸
1700940 其他再生油品 公秉
1700990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 千元

18 化 學 材 料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基本化學材料、石油化
工原料、肥料、合成樹脂、塑膠
及橡膠、人造纖維等製造之行業。

1810005 氧氣 千立方公尺
1810010 液氧 公噸
1810015 氫氣 千立方公尺
1810020 氮氣 千立方公尺
1810025 液氮 公噸
1810030 氯氣 千立方公尺
1810035 液氯 公噸
1810040 氬 千立方公尺
1810045 液氬 公噸

1810090
其他化學元素及工業氣
體 千立方公尺

1810110 發煙硫酸 公噸
1810120 濃硫酸 公噸
1810130 氫氯酸(鹽酸 100%換算) 公噸
1810140 硝酸 公噸
1810150 磷酸 公噸
1810190 其他無機酸類 公噸
1810210 氫氧化鈉(燒鹼) 公噸
1810220 液鹼(100%換算) 公噸
1810230 氫氧化鉀 公噸
1810240 氫氧化鋁 公噸
1810250 氫氧化鈷 公噸
1810290 其他氫氧化物 公噸
1810310 氧化鋅 公噸
1810320 過氧化氫 公噸
1810330 一氧化鉛(密陀僧，鉛黃) 公噸
1810340 白煙 公噸
1810350 氧化鈷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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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360 氧化銅(含氧化亞銅) 公噸
1810370 二氧化鈦 公噸
1810390 其他氧化物 公噸
1810410 硫酸鋁 公噸
1810420 硫酸鈉(芒硝) 公噸
1810430 硫酸鉀(工業用) 公噸
1810440 硫酸鎳 公噸
1810450 硫酸銅 公噸
1810490 其他硫酸化合物 公噸
1810505 碳酸鈉(純鹼) 公噸
1810510 氯酸鉀(洋硝) 公噸
1810515 碳酸氫鈉(小蘇打) 公噸
1810520 磷酸鋅 公噸
1810525 磷酸二鈣 公噸
1810530 三聚磷酸鈉 公噸
1810535 碳酸鉀 公噸
1810540 氰化鈉 公噸
1810545 氯化鋅 公噸
1810550 矽酸鈉(泡化鹼) 公噸
1810555 碳酸亞鎳 公噸
1810560 碳酸鈣 公噸
1810565 碳酸銅 公噸
1810570 醋酸錳 公噸
1810575 氰化金鉀 公克
1810580 氰化銀鉀 公克
1810590 其他金屬及無機鹽 公噸
1810610 乙醇 公秉
1810710 生質酒精 公秉
1810810 拋光矽晶圓(材料) 片 
1810820 藍寶石晶棒 毫米

1810830 
發光二極體基板(磊晶用
基材) 平方英吋

1810840 太陽能多晶矽 公斤
1810850 太陽能晶棒／晶錠 公斤
1810860 液晶 公斤
1810890 其他電子化學材料 千元
1810910 碳化鈣(電石) 公噸
1810920 石墨烯 公斤
1810930 奈米碳管 公斤
1810990 其他基本化學原料 千元
   
1820005 甲烷(非石油煉製) 公噸
1820010 乙烷(非石油煉製) 公噸
1820015 丙烷(非石油煉製) 公噸
1820020 丁烷(非石油煉製) 公噸
1820025 正己烷 公噸
1820030 乙烯 公噸
1820035 丙烯 公噸
1820040 丁烯 公噸
1820045 丁二烯 公噸
1820050 異丁烯 公噸
1820055 乙炔 公噸
1820060 α-烯烴 公噸
1820065 正烷烴 公噸
1820070 異戊二烯 公噸
1820075 間戊二烯(PIP) 公噸

1820090 其他無環烴 公噸
1820105 苯 公噸
1820110 甲苯 公噸
1820115 乙苯 公噸
1820120 混合二甲苯 公噸
1820125 對二甲苯(PX) 公噸
1820130 鄰二甲苯(OX) 公噸
1820135 對二乙苯 公噸
1820140 十二烷苯 公噸
1820145 其他烷苯 公噸
1820150 異丙苯 公噸
1820155 環己烷 公噸
1820160 雙環戊二烯(DCPD) 公噸
1820190 其他環烴 公噸
1820210 氯乙烯單體(VCM) 公噸
1820220 氟氯碳化物(CFC) 公噸
1820230 二氯甲烷 公噸
1820240 二氯乙烷(EDC) 公噸
1820250 苯乙烯單體(SM) 公噸
1820290 其他烴衍生物 公噸
1820310 環氧乙烷(EO) 公噸
1820320 環氧丙烷(氧化丙烯) 公噸
1820330 甲基第三丁基醚(MTBE) 公噸
1820340 二甲醚(DME) 公噸
1820350 四氫呋喃(THF) 公噸
1820360 環氧氯丙烷(ECH) 公噸
1820390 其他環氧化物及醚類 公噸
1820410 甲醛 公噸
1820420 乙醛 公噸
1820430 丙酮(DMK) 公噸
1820440 丁酮(甲基乙基酮)(MEK) 公噸
1820450 甲基異丁基酮(MIBK) 公噸
1820460 環己酮 公噸
1820490 其他醛酮化合物 公噸
1820503 甲醇 公噸
1820506 乙二醇(EG) 公噸
1820509 二乙二醇(DEG) 公噸
1820513 三乙二醇 公噸
1820516 聚乙二醇(PEG) 公噸
1820519 丙二醇(PG) 公噸
1820523 異丙醇(IPA) 公噸
1820526 丙三醇(甘油) 公噸
1820529 二丙酮醇 公噸
1820533 聚丙二醇(PPG) 公噸
1820536 丙烯醇 公噸
1820539 丁二醇 公噸
1820543 正丁醇 公噸
1820546 異丁醇(IBA) 公噸
1820549 異戊四醇 公噸
1820553 辛醇 公噸
1820556 異辛醇(2-EH) 公噸
1820559 聚四甲基醚二醇(PTMG) 公噸
1820590 其他醇化合物 公噸
1820610 酚 公噸
1820620 丙二酚(BPA) 公噸
1820630 壬酚(NP) 公噸

1820690 其他酚化合物 公噸
1820703 冰醋酸(醋酸) 公噸
1820706 醋酸乙烯單體(VAM) 公噸
1820709 醋酸乙酯(EAC) 公噸
1820713 醋酸丁酯 公噸
1820716 醋酸鈷(乙酸鈷) 公噸
1820719 其他合成醋酸 公噸
1820723 酜酸酐(PA) 公噸
1820726 酜酸二辛酯(DOP) 公噸
1820729 酜酸二丁酯(DBP) 公噸
1820733 酜酸二癸酯(DIDP) 公噸
1820736 酜酸二壬酯(DINP) 公噸

1820739
對 苯 二 甲 酸 二 甲 酯
(DMT) 公噸

1820743 純對苯二甲酸(PTA) 公噸
1820746 鄰苯二甲酸二辛酯 公噸
1820749 甲基丙烯酸甲酯(MMA) 公噸
1820753 丙烯酸甲酯 公噸
1820756 丙烯酸丁酯 公噸

1820759
丙 烯 酸 異 辛 酯 (EHA 、
2EHA) 公噸

1820763 其他丙烯酸酯 公噸
1820766 馬來酐(MA) 公噸
1820769 己二酸(AA) 公噸
1820773 丙烯酸 公噸

1820790
其他有機酸、酸酐及其酯
類 公噸

1820805 己內醯胺(CPL) 公噸
1820810 丙烯腈(AN) 公噸
1820815 三聚氰胺 公噸
1820820 乙腈 公噸
1820825 環己胺 公噸
1820830 己二胺(HMDA) 公噸
1820835 乙醇胺(EA) 公噸
1820840 α-甲基苯乙烯 公噸
1820845 異氰酸甲酯 公噸
1820850 二甲基甲醯胺(DMF) 公噸
1820855 甲苯二異氰酸酯(TDI) 公噸

1820860
二苯基甲基二異氰酸酯
(MDI) 

公噸

1820890 其他合成胺及腈合物 公噸
1820910 無水氨(液氨) 公噸
1820920 碳煙 公噸
1820930 一氧化碳 千立方公尺
1820940 合成氣 千立方公尺
1820990 其他石油化工原料 千元
   
1830010 硝酸銨鈣 公噸
1830020 硫酸鉀(肥料用) 公噸
1830030 尿素 公噸
1830040 硫酸銨(肥料用) 公噸
1830050 過磷酸鈣(肥料用) 公噸
1830060 其他氮肥 公噸
1830070 其他磷肥 公噸
1830090 其他複合肥料 公噸
1830110 有機肥料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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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210 微生物肥料 公噸
   
1841003 聚氯乙烯(PVC) 公噸
1841006 低密度聚乙烯(LDPE) 公噸
1841009 高密度聚乙烯(HDPE) 公噸

1841013 
線 型 低 密 度 聚 乙 烯
(LLDPE) 公噸

1841016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固態 EVA) 公噸

1841019 通用級聚苯乙烯(GPPS) 公噸
1841023 發泡級聚苯乙烯(EPS) 公噸

1841026 
耐 衝 擊 級 聚 苯 乙 烯
(HIPS) 

公噸

1841029 其他聚苯乙烯 公噸
1841033 聚丙烯(PP) 公噸
1841036 聚乙烯醇(PVA) 公噸
1841039 ABS 樹脂 公噸
1841043 聚酯粒(纖維級，瓶粒級) 公噸
1841046 尼龍粒(纖維級) 公噸

1841049 
壓克力粒(聚甲基丙烯酸
甲酯)(PMMA) 公噸

1841053 
苯 乙 烯 ─ 丙 烯 腈 樹 脂
(SAN 樹脂、AS 樹脂) 公噸

1841056 其他塑膠粒 公噸
1841059 石油樹脂 公噸
1841090 其他泛用熱塑性塑膠 公噸
1841105 尿素甲醛樹脂(UF) 公噸
1841110 尿素甲醛膠合劑(UF) 公噸
1841115 尿素甲醛成型粉(UF) 公噸
1841120 不飽和聚酯樹脂(UP) 公噸
1841125 酚甲醛樹脂(PF) 公噸
1841130 酚甲醛膠合劑(PF) 公噸
1841135 酚甲醛成型粉(PF) 公噸
1841140 三聚氰胺甲醛樹脂(MF) 公噸

1841145 
三 聚 氰 胺 甲 醛 膠 合 劑
(MF) 公噸

1841150 
三 聚 氰 胺 甲 醛 成 型 粉
(MF) 公噸

1841155 醇酸樹脂 公噸
1841160 環氧樹脂(EPOXY) 公噸
1841190 其他熱固性塑膠 公噸
1841210 聚醋酸乙烯(PVAC) 公噸
1841220 EVA 乳膠 公噸

1841230 
丙烯酸共聚合樹脂(壓克
力樹脂) 

公噸

1841290 其他合成樹脂 公噸
1841305 尼龍 6 工程塑膠 公噸
1841310 尼龍 66 工程塑膠 公噸

1841315 
聚對苯二甲酸二丁酯工
程塑膠(PBT) 公噸

1841320 聚縮醛工程塑膠(POM) 公噸
1841325 聚醯亞胺工程塑膠(PI) 公噸
1841330 聚碳酸酯工程塑膠(PC) 公噸

1841335 
聚對苯二甲酸二乙酯工
程塑膠(PET) 公噸

1841340 液晶聚合物(LCP) 公噸

1841345 聚四氟乙烯 公噸
1841350 矽氧樹脂 公噸

1841355 
聚 氨 基 甲 酸 乙 酯 樹 脂
(PU) 公噸

1841360 聚酚醚(PPO) 公噸
1841390 其他熱塑性工程塑膠 公噸
   

1842010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固體
SBR) 公噸

1842020 
苯乙烯丁二烯橡膠(乳膠
SBR) 公噸

1842030 聚丁二烯橡膠(BR) 公噸

1842040 
丙 烯 腈 丁 二 烯 橡 膠
(NBR) 公噸

1842050 
熱 可 塑 性 橡 膠 ( 彈 性 體
TPE) 公噸

1842090 其他合成橡膠原料 公噸
  
1850005 尼龍(聚醯胺)原絲 公噸
1850010 尼龍半延伸絲(POY) 公噸
1850015 尼龍超細纖維 公噸
1850020 聚胺棉 公噸
1850025 聚酯原絲 公噸
1850030 聚酯半延伸絲(POY) 公噸
1850035 聚酯超細纖維 公噸
1850040 聚酯棉 公噸
1850045 聚丙烯腈棉(壓克力棉) 公噸
1850050 聚乙烯醇纖維 公噸
1850055 聚丙烯纖維 公噸
1850060 聚氯乙烯纖維 公噸
1850065 醋酸纖維 公噸
1850070 彈性纖維 公噸
1850090 其他合成纖維 公噸
1850110 嫘縈絲 公噸
1850120 嫘縈棉 公噸
1850130 銅氨纖維 公噸
1850140 聚乳酸纖維(PLA 纖維) 公噸
1850190 其他再生纖維 公噸
1850210 碳纖維 公噸

19 化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適 用 從 事 農 藥 、 環 境 用
藥、塗料、染料、顏料、
清潔用品、化粧品及其他
化學製品製造之行業。 

1910005 農用殺菌劑 公噸
1910010 農用殺蟲劑 公噸
1910015 農用殺鼠劑 公噸
1910020 農用除草劑 公噸
1910025 農用殺蟎劑 公噸
1910030 農用殺線蟲劑 公噸
1910035 植物生長調節劑 公噸
1910040 農用引誘劑 公噸
1910045 生物性農藥 公噸
1910090 其他農藥 公噸
1910110 環境用殺蟲劑 公斤
1910120 殺菌消毒劑 公噸
1910130 環境用微生物製劑 公斤
1910140 蚊香(含電蚊香) 千元
1910150 噴霧殺蟲劑 千罐

1910190 其他環境用藥 千元
   
1920010 分散性染料 公噸
1920020 反應性染料 公噸
1920030 酸性染料 公噸
1920040 直接染料 公噸
1920050 螢光增白劑 公噸
1920090 其他染料 公噸
1920110 有機顏料 公噸
1920120 無機顏料 公噸
1920130 調製顏料 公噸
1920210 溶劑型塗料 公噸
1920220 水性塗料 公噸
1920230 粉體塗料 公噸
1920240 其他塗料 公噸
1920290 塗料助劑 公噸
1920310 補土(油灰) 公斤
1920910 油墨 公噸
1920920 功能性染顏料 公斤
   
1930010 洗滌肥皂 公噸
1930020 一般洗衣粉(未濃縮) 公噸
1930030 濃縮洗衣粉 公噸
1930040 洗衣精(膏) 公噸
1930050 液體清潔劑 公噸
1930060 牙膏(粉) 公斤
1930070 漱口水 公斤
1930080 其他口腔清潔用品 公斤
1930090 其他皂類 公噸
1930910 非離子界面活性劑 公噸
1930920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公噸
1930930 其他界面活性劑 公噸
1930990 其他清潔用品 公噸
   
1940005 香水 千元
1940010 覆敷用保養品 千元
1940015 其他臉部皮膚用保養品 千元
1940020 身體皮膚用保養品 千元
1940025 身體皮膚用皂類 公噸

1940030
洗髮及刮鬍清潔用化粧
品 公噸

1940035
洗面乳、卸粧清潔用化粧
品 公噸

1940040
洗手及沐浴清潔用化粧
品(不含香皂) 公噸

1940045 髮用化粧保養品 千元
1940050 彩粧化粧品 千元
1940055 止汗制臭化粧品 千元
1940090 其他非生技製化粧品 千元
1940110 生技製化粧品 千元
   
1990010 水處理劑 公噸
1990020 可塑劑 公噸
1990030 熱安定劑 公噸
1990040 抗氧化劑 公噸
1990050 難燃劑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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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090 其他工業觸媒及添加劑 公噸
1990110 炸藥、煙火、火柴 千元
1990205 稀釋劑(塗料、油墨除外) 公噸
1990210 熱熔膠接著劑 公噸
1990215 瞬間接著劑 公噸
1990220 氯丁二烯橡膠接著劑 公噸

1990225 
聚氨基甲酸脂樹脂接著
劑 公噸

1990230 環氧樹脂接著劑 公噸
1990235 醋酸乙烯樹脂接著劑 公噸
1990240 填縫膠 公噸
1990245 其他接著劑 公噸
1990250 紡織染整助劑 公噸
1990290 其他工業助劑 公噸
1990310 電子級清洗劑 公噸
1990320 化學機械研液(墊) 公噸
1990330 光阻劑(不含乾膜光阻) 公噸
1990335 乾膜光阻 千平方呎
1990340 彩色光阻劑 公噸
1990350 固態模封材料 公噸

1990390 
其他電子工業用化學處
理劑 公噸

1990905 亮光蠟 公噸
1990910 碳粉 公斤
1990915 非食用動物油脂 公噸
1990920 非食用植物油脂 公噸
1990925 纖維強化熱固性塑膠 公噸
1990930 纖維強化熱塑性塑膠 公噸
1990935 活性碳 公噸
1990940 黑煙膠 公噸
1990945 天然橡膠 公噸
1990955 紫外線吸收劑 公斤
1990960 太陽能電池導電膠 公斤
1990990 未分類其他化學製品 千元

20 藥 品 及 醫 用 化 
學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人或動物用藥品及
醫用化學製品製造之行業。

2001005 抗微生物原料藥 公斤
2001010 維生素(維他命)原料藥 公斤
2001015 激素(荷爾蒙)原料藥 公斤
2001020 生技藥品原料藥 公斤
2001025 胃腸道原料藥 公斤
2001030 麻醉性止痛原料藥 公斤
2001035 鎮靜安眠原料藥 公斤
2001040 動物用原料藥 公斤
2001045 生技製動物用原料藥 公斤
2001050 賦形劑 公斤
2001055 空膠囊 千元
2001060 醫藥中間體 公斤
2001090 其他原料藥 公斤
   
2002005 麻醉藥品製劑 千元
2002010 鎮靜安眠藥品製劑 千元
2002015 心臟脈管與腎作用藥 千元
2002020 呼吸道作用藥 千元
2002025 胃腸道作用藥 千元
2002030 營養與電解質液 千元

2002035 維生素製劑 千元
2002040 血液與造血器官作用藥 千元

2002045 
激素及影響激素機能作
用藥 千元

2002050 免疫性用藥 千元
2002055 抗腫瘤藥 千元
2002060 抗微生物藥 千元
2002065 抗過敏抗組織胺用藥 千元
2002070 皮膚用藥 千元
2002075 動物用藥 千元
2002080 藥皂 公噸
2002090 其他西藥製劑 千元
   
2003010 血液衍生物 千元
2003020 人用疫苗 劑 
2003030 動物用疫苗 劑 
2003040 抗毒素 千元
2003050 人用生技藥品 千元
2003060 生技製動物用藥 千元
2003090 其他醫用生物製品 千元
   
2004010 中藥傳統製劑 千元
2004020 中藥濃縮製劑 千元
   
2005010 血糖診斷試劑 千元
2005020 生物晶片 片 
2005090 其他診斷試劑 千元
   
2009910 繃帶 千元
2009920 藥用棉 千元
2009930 絆創膏 千元
2009940 外傷敷料 千元
2009950 藥用紗布 千元
2009960 醫用膠帶 千元
2009970 手術縫合線 千元
2009990 其他醫用化學製品 千元

21 橡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橡膠製品製
造之行業。 

2101010 徑向層輪胎 千條
2101019 其他汽車外胎 千條
2101020 汽車內胎 千條
2101030 翻新輪胎 千條
2101110 機車外胎 千條
2101120 機車內胎 千條
2101210 自行車外胎 千條
2101220 自行車內胎 千條
2101910 其他外胎 千條
2101920 其他內胎 千條
   
2102010 橡膠管 千公尺
2102110 輸送橡膠帶 公斤
2102120 三角傳動橡膠帶 公斤
2102190 其他傳動橡膠帶 公斤
2102910 橡膠滾筒 只 
2102920 橡膠迫緊(油封) 千元
2102990 其他工業橡膠製品 千元

   
2109910 橡膠手套 千雙
2109920 發泡橡膠 公噸

2109990
其他橡膠製品(不含運動
球) 千元

22 塑 膠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以製模、擠壓
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
之行業。 

2201010
聚氯乙烯塑膠皮(PVC 塑
膠皮) 千公尺

2201020 PE 發泡板 公噸
2201030 PP 塑膠皮 千公尺

2201040
聚胺酯合成皮(PU 塑膠
皮) 千公尺

2201090 其他塑膠皮 千公尺

2201110
聚氯乙烯塑膠布(PVC 塑
膠布) 公噸

2201120 PE 塑膠布 公噸
2201130 PP 塑膠布 公噸
2201190 其他塑膠布 公噸
2201191 塑膠皮布加工 千元
2201210 聚氯乙烯(PVC)塑膠硬管 公噸
2201215 聚乙烯硬管 公噸
2201219 其他塑膠硬管 公噸
2201220 聚氯乙烯(PVC)塑膠軟管 公噸
2201229 其他塑膠軟管 公噸
2201230 塑膠地磚 千平方公尺
2201240 壓克力板 公噸
2201250 塑膠板(不含塑膠浪板) 公噸
2201260 塑膠浪板 千元
2201290 其他塑膠管板 千元
2201291 塑膠管板加工 千元
   
2202010 塑膠袋 公噸
2202020 編織袋 千只
2202110 塑膠膜 公噸
2202191 塑膠膜袋加工 千元
   
2203010 塑膠外殼 千元
2203910 太陽能電池封裝膜 公斤
2203990 工業用塑膠配件 千元
   
2209010 塑膠衣著 打 
2209030 塑膠桌布 打 
2209040 塑膠地毯 千元
2209050 窗簾、浴簾 件 
2209090 其他塑膠皮製品 千元

2209110
強化塑膠製品(不含塑膠
安全帽) 千元

2209210 牙刷 千支
2209220 塑膠包裝帶 公斤
2209230 塑膠容器 千元
2209240 寶特瓶 千只
2209250 塑膠餐具 千元
2209260 塑膠衣架 打 
2209290 其他塑膠日用品 千元
2209910 塑膠手套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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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9920 塑膠網 公斤
2209930 塑膠線 公斤
2209940 人造聖誕樹 千元
2209980 可分解性塑膠製品 千元
2209990 其他塑膠製品 千元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石油及煤以
外之非金屬礦物製品
製造之行業。 

2311010 平板玻璃 公噸
2311020 壓花玻璃 公噸
2311030 低鐵透明玻璃 公噸
2311040 低鐵壓花玻璃 公噸
2311050 金屬網(線)入板玻璃 公噸
2311060 結晶化玻璃 公噸
2311070 超薄玻璃 公噸
2311090 其他平板玻璃 公噸
2311110 強化玻璃 公噸
2311120 熱處理增強玻璃 公噸
2311205 膠合玻璃 公噸
2311210 複層玻璃 公噸
2311212 真空玻璃 公噸
2311215 鍍膜玻璃 公噸
2311220 漆板或網印玻璃 公噸
2311225 鏡板玻璃 公噸
2311230 磨邊玻璃 公噸
2311235 防火玻璃 公噸
2311240 防彈玻璃 公噸
2311245 自潔玻璃 公噸
2311250 LED 玻璃 公噸
2311255 LCD 用玻璃基板 片 

2311260 
其他光電產品用玻璃基
板 片 

2311265 面板玻璃化學強化處理 片 
2311290 其他加工玻璃 千元
   
2312010 玻璃容器(含食器、廚器) 千元
   
2313010 玻璃纖維棉 公噸
2313020 玻璃纖維紗 公噸
2313030 玻璃纖維紗束 公噸
2313040 玻璃纖維切股 公噸
2313050 玻璃纖維切股氈 公噸
2313060 玻璃纖維編紗束 公噸
2313070 玻璃纖維表面氈 公噸
2313090 其他玻璃纖維 公噸
   
2319990 其他玻璃製品 千元
   
2321010 耐火墁料(耐火泥) 公噸
2321020 定型耐火材料(耐火磚) 公噸
2321030 不定型耐火材料 公噸
2321090 其他耐火材料製品 公噸
   
2322010 陶瓷面磚 千平方公尺
2322020 擠出面磚 千平方公尺
2322030 窯燒花崗石面磚 千平方公尺

2322090 其他建築用陶瓷 千元
2322110 紅磚 千塊
2322120 黏土瓦(琉璃磚瓦) 千塊
2322190 其他建築用黏土製品 千元
   
2323010 陶瓷抽水馬桶及盥洗台 千元
2323090 其他衛生陶瓷器 千元
   
2329010 陶瓷餐具 千元
2329110 陶瓷裝飾品 千元
2329210 工業用精密陶瓷 千元
2329990 其他陶瓷製品 千元
   
2331010 卜特蘭水泥 公噸
2331020 白水泥 公噸
2331030 卜特蘭水泥熟料 公噸
2331040 水硬性混合水泥 公噸
2331090 其他水泥 公噸
   
2332010 預拌混凝土 立方公尺
   
2333010 鋼筋混凝土管 支 
2333020 混凝土管(水泥管) 支 
2333110 預力管 支 
2333120 預力基樁 支 
2333130 預力電桿 支 
2333190 其他預力製品 支 
2333210 預鑄箱涵 公噸
2333220 預鑄人孔手孔 公噸
2333230 水泥板 公噸
2333290 其他預鑄製品 公噸
2333910 水泥瓦 塊 
2333920 高壓混凝土磚 平方公尺
2333930 空心磚 塊 
2333940 造型水泥磚 平方公尺
2333950 纖維水泥板 片 
2333960 再生纖維水泥板 片 
2333970 纖維強化水泥板 片 
2333990 其他水泥及混凝土製品 千元
   
2340010 大理石地壁材 千元
2340020 大理石製品 千元
2340030 花崗石地壁材 千元
2340040 碎石 千元
2340090 其他石材製品 千元
   
2391010 砂輪 公噸
2391020 砂布 碼 
2391030 砂紙 碼 
2391090 其他研磨材料 千元
   
2392010 石灰 公噸
2392020 石灰石粉 公噸
2392090 其他石灰製品 千元
   

2393010 熟石膏 公噸
2393090 其他石膏製品 千元
   
2399010 石棉水泥瓦 千塊
2399090 其他石棉製品 千元
2399110 炭素棒 公噸
2399910 爐石粉 公噸
2399920 飛灰 公噸
2399930 油毛氈 支 
2399940 瀝青混凝土 公噸
2399950 乳化瀝青 公噸
2399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千元

24 基 本 金 屬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金屬及合金之冶鍊以生產
錠、胚或其他冶鑄基本產品,或再經
軋延、擠型、伸線等加工,以製造板、
條、棒、管、線等之行業 。 

2411010 生鐵 公噸
2411020 矽鐵 公噸
2411030 錳鐵 公噸
2411040 矽錳鐵 公噸
2411050 鉻鐵 公噸
2411090 其他合金鐵 公噸
2411111 鋼錠 公噸
2411112 鋼胚 公噸
2411113 扁鋼胚 公噸
2411121 不銹鋼錠 公噸
2411122 不銹鋼胚 公噸
2411123 不銹扁鋼胚 公噸
2411131 合金鋼錠 公噸
2411132 合金鋼胚 公噸
2411133 合金扁鋼胚 公噸
2411210 特殊鋼 公噸
   
2412010 鑄鐵管 公噸
2412111 灰口鑄鐵 公噸
2412112 球墨鑄鐵(延性鑄鐵) 公噸
2412113 可鍛鑄鐵(展性鑄鐵) 公噸
2412119 其他鑄鐵件 公噸
2412121 鑄鋼件 公噸
   

2413011
低 碳 線 盤元 ( 直 徑 ＜14
㎜) 公噸

2413012
低碳棒盤元(直徑＞＝14
㎜) 

公噸

2413013
中 碳 線 盤元 ( 直 徑 ＜14
㎜) 

公噸

2413014
中碳棒盤元(直徑＞＝14
㎜) 

公噸

2413015
高 碳 線 盤元 ( 直 徑 ＜14
㎜) 

公噸

2413016
高碳棒盤元(直徑＞＝14
㎜) 

公噸

2413021 不銹鋼盤元(300 系) 公噸
2413022 不銹鋼盤元(400 系) 公噸
2413029 不銹鋼盤元(其他系) 公噸
2413031 合金鋼盤元(含高速鋼)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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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041 快削鋼盤元 公噸
2413090 其他盤元 公噸
2413111 鋼筋 公噸
2413112 圓棒鋼 公噸
2413121 不銹棒鋼 公噸
2413131 合金棒鋼(含高速鋼) 公噸
2413141 快削棒鋼 公噸
2413190 其他棒鋼 公噸
2413211 Ｕ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2 Ｉ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3 Ｈ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4 Ｌ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5 Ｔ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6 Ｌ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7 Ｔ型鋼(高度＜80 ㎜) 公噸

2413218 
Ｕ／Ｉ／Ｈ型鋼(高度＜
80 ㎜) 公噸

2413219 扁鐵 公噸
2413220 鋼軌 公噸
2413221 不銹鋼型鋼 公噸
2413231 合金型鋼 公噸
2413290 其他角形及型鋼 公噸
2413311 冷軋中厚鋼板(片) 公噸
2413312 冷軋薄鋼板(片) 公噸
2413321 熱軋鋼板(厚) 公噸
2413322 熱軋鋼板(中) 公噸
2413323 熱軋鋼板(薄) 公噸
2413331 冷軋中厚鋼捲 公噸
2413332 冷軋薄鋼捲 公噸
2413341 熱軋鋼捲(厚) 公噸
2413342 熱軋鋼捲(中) 公噸
2413343 熱軋鋼捲(薄) 公噸

2413351 
冷軋不銹鋼板、捲(300
系) 公噸

2413352 
冷軋不銹鋼板、捲(400
系) 公噸

2413359 
冷軋不銹鋼板、捲(其他
系) 公噸

2413361 
熱軋不銹鋼板、捲(300
系) 公噸

2413362 
熱軋不銹鋼板、捲(400
系) 公噸

2413369 
熱軋不銹鋼板、捲(其他
系) 公噸

2413371 
熱 軋 不 銹 鋼 板 、 捲
NO.1(300 系) 公噸

2413372 
熱 軋 不 銹 鋼 板 、 捲
NO.1(400 系) 公噸

2413379 
熱 軋 不 銹 鋼 板 、 捲
NO.1(其他系) 公噸

2413381 
合金鋼板、捲(不銹鋼、
電氣鋼除外) 公噸

2413410 無縫油線鋼管 公噸
2413420 無縫不銹鋼管 公噸
2413430 無縫合金鋼管 公噸
2413490 其他無縫鋼管 公噸

  
2414011 鍍鋅鋼線 公噸
2414012 鋼線(未鍍鋅) 公噸
2414013 鍍鋅低碳鋼線 公噸
2414014 低碳鋼線(未鍍鋅) 公噸
2414021 不銹鋼線 公噸
2414031 合金鋼線 公噸
2414040 鋼絞線 公噸
2414050 鋼纜 公噸
  
2421010 鋁錠 公噸
2421020 擠型用鋁合金錠 公噸
2421030 鑄造用鋁合金錠 公噸
   
2422010 鋁合金鑄件 公噸
   
2423010 鋁板 公噸
2423020 鋁捲／片 公噸
2423030 鋁條棒 公噸
2423040 鋁箔 公噸
2423110 鋁管 公噸
2423120 建築用鋁擠型材 公噸
2423130 工業用鋁擠型材 公噸
2423910 鋁粉 公噸
2423990 其他鋁材 公噸
   
2431010 電解銅 公噸
2431020 銅錠 公噸
   
2432010 銅鑄件 公噸
   
2433010 銅(含銅合金)捲／片 公噸
2433020 銅板 公噸
2433030 銅(含銅合金)棒 公噸
2433040 銅管 公噸
2433050 銅(含銅合金)線 公噸
2433060 銅粉 公噸
2433070 銅箔 公噸
2433090 其他銅(含銅合金)材 公噸
  
2491910 鎂合金鑄件 公噸
2491920 鎂合金壓鑄件 公噸
2491930 鎂合金射出成型件 公噸
2491990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品 公噸
  
2499010 鎂錠 公噸
2499020 鎂合金錠 公噸
2499110 鎂合金板／片 公噸
2499120 鎂合金條棒 公噸
2499130 鎂合金管 公噸
2499140 鎂合金擠型材 公噸
2499190 其他鎂(含鎂合金)材 公噸
2499210 金 公兩
2499220 銀 公兩
2499290 其他貴金屬錠 公兩
2499310 鋼鐵用電銲被覆銲條 公噸

2499320 鋼鐵用銲線與銲帶 公噸

2499330
鋁及鋁合金電銲用金屬
銲材 公噸

2499340
其他金屬電銲用金屬銲
材 公噸

2499350
釬銲用(硬、軟銲)金屬銲
材 公噸

2499360
噴銲及其他銲法用金屬
粉 公噸

2499390 其他銲接用金屬材料 千元
2499910 鈦錠及鈦加工材 公噸
2499990 其他非鐵金屬品 公噸

25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金屬手工具、金屬模
具、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金
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
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 

2511011 套筒扳手 千元
2511019 其他扳手 千元
2511020 螺絲起子 千元
2511030 手鉗 千元
2511040 農林園藝手工具 千元
2511050 千斤頂 台 
2511060 刀具 千元
2511070 鋸 千元
2511090 其他手工具 千元
2511110 銅鎖 千只
2511120 金屬鎖(不含銅鎖) 千只
2511130 金屬鎖零組件 千元
   
2512010 壓鑄模具 千元
2512020 鍛造模具 千元
2512030 沖壓模具 千元
2512040 塑膠成型模具 千元
2512090 其他模具 千元
2512091 金屬模具加工 千元
   
2521010 廠房鋼結構 公噸
2521020 大樓鋼結構 公噸
2521030 橋樑鋼結構 公噸
2521040 鐵塔鋼結構 公噸
2521090 其他金屬結構 千元
   
2522010 鋁門窗 公噸
2522020 金屬門窗(不含鋁製) 千元
2522030 金屬雕刻門(不含鋁製) 門 
2522040 金屬浪板 公噸
2522090 其他金屬建築組件 千元
  
2531010 鍋爐 千元
2531020 鍋爐零組件 千元
2531030 鍋爐輔助設備 套 
2531040 鍋爐輔助設備零組件 千元
2531091 鍋爐及其輔助設備加工 千元
2531110 合金儲氫容器 千元

2531120
氣體儲存容器(合金儲氫
容器除外) 千元

2531190
其他金屬貯槽及壓力容
器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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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9910 金屬罐 千只
2539990 其他金屬容器 千元
   
2541011 碳鋼鍛件 公噸
2541012 不銹鋼鍛件 公噸
2541013 合金鋼鍛件 公噸
2541019 其他鋼鍛件 公噸
2541020 鋁合金鍛件 公噸
2541030 鎂合金鍛件 公噸
2541090 其他金屬鍛造品 公噸
   
2542010 粉末冶金 千元
   
2543010 金屬熱處理 千元
   
2544010 電氣鋼片(電磁鋼板) 公噸
2544021 熱軋熱浸鍍鋅鋼捲片 公噸
2544022 冷軋熱浸鍍鋅鋼捲片 公噸

2544023 
鋅鐵合金熱浸鍍鋅鋼捲
片 公噸

2544030 電鍍鍍鋅鋼捲片 公噸
2544040 彩色鋼捲片 公噸

2544050 
鍍錫(鉻)鋼捲片(馬口鐵
皮) 公噸

2544061 5%鍍鋁鋅鋼捲片 公噸
2544062 55%鍍鋁鋅鋼捲片 公噸
2544070 其他鋼鍍或塗面鋼捲片 公噸
2544090 其他金屬表面處理 千元
2544110 金屬製品電鍍 千元
2544120 金屬製品噴烤漆 千元
2544190 其他金屬製品表面處理 千元
2544195 非金屬製品表面處理 千元
   
2549011 黑鋼管 公噸
2549012 家具管 公噸
2549013 車管 公噸
2549014 方管 公噸
2549015 API 管 公噸
2549016 SAW 管 公噸
2549017 螺紋管 公噸
2549018 涼椅管 公噸
2549019 貨櫃管 公噸
2549020 鍍鋅鋼管 公噸
2549021 銲接不銹鋼管 公噸
2549031 銲接合金鋼管 公噸
2549090 其他銲接鋼管 公噸
2549911 熱浸鍍鋅鋼捲片再加工 公噸
2549912 電鍍鍍鋅鋼捲片再加工 公噸

2549913 
鍍錫(鉻)鋼捲片再加工
(馬口鐵皮再加工) 公噸

2549921 鋼板裁剪 公噸
2549922 銅材裁剪 公噸
2549931 冷軋鋼帶(寬度＜600 ㎜) 公噸
2549932 熱軋鋼帶(寬度＜600 ㎜) 公噸
2549941 磨光鋼棒 公噸
2549942 不銹鋼棒(再加工) 公噸

2549943 合金鋼棒(再加工) 公噸
2549944 快削鋼棒(再加工) 公噸
2549950 銲接型鋼 公噸
2549990 其他金屬加工處理 公噸
   
2591010 螺絲、螺帽 公噸
2591020 墊圈(華司) 公噸
2591030 金屬釘 公噸
2591040 鉚釘 公噸
2591080 其他釘類產品 公噸
2591090 其他螺絲類產品 公噸
   
2592010 金屬彈簧 公噸
   
2593010 低碳鋼線網 公噸
2593020 不銹鋼線網 公噸
2593030 熔接鋼線網 公噸
2593040 熔接鋼筋網 公噸
2593090 其他金屬線製品 千元
   
2599010 鋁軟管 公噸
2599020 鋁器皿 千元

2599030 
鋁 管 配 件 ( 含 接 頭 、 肘
管、套管) 千元

2599090 其他鋁製品 千元

2599110 
銅 管 配 件 ( 含 接 頭 、 肘
管、套管) 千元

2599190 其他銅製品 公噸
2599910 金屬軟管(不含鋁管) 公噸
2599920 金屬瓶蓋 千只
2599930 鋼球、鋼珠 公噸
2599940 鋼管配件 千元
2599950 金屬餐具(不含鋁器皿) 千元
2599960 金屬外殼 千元
2599970 永久磁鐵 千只
2599990 其他金屬製品 千元

26 電 子 零 組
件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半導體及其
他電子零組件製造之
行業。 

2611005 磊晶矽晶圓 片 
2611010 再生晶圓 片 
2611015 光罩 個 

2611020 
MOS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
體 千個

2611025 
MOS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
體 千個

2611030 MOS 唯讀記憶體 千個
2611035 MOS 快閃記憶體 千個
2611040 其他 MOS 記憶體 千個

2611045 
MOS 數位式標準邏輯
IC(含晶片) 千個

2611050 
MOS 數 位 式 微 元 件
IC(含晶片) 千個

2611055 
MOS 數位式特殊應用
IC(含晶片) 千個

2611060 
其他 MOS 數位式 IC(含
晶片) 千個

2611065 MOS 類比式 IC(含晶片) 千個

2611070
雙極性數位式 IC(含晶
片) 千個

2611075
雙極性類比式 IC(含晶
片) 千個

2611080 其他製程 IC(含晶片) 千個
2611085 混成 IC(含晶片) 千個
2611110 代工晶圓(12 吋及以上) 片 
2611120 代工晶圓(8 吋) 片 
2611130 代工晶圓(6 吋) 片 
2611140 代工晶圓(5 吋及以下) 片 
2611200 IC 設計 千元
   
2612010 整流二極體元件或晶粒 千個
2612019 其他二極體元件或晶粒 千個
2612020 電晶體元件或晶粒 千個
2612030 閘流體元件或晶粒 千個
2612040 功率封裝與模組 千個
2612050 積體電路引腳架 千元
2612060 二極體、電晶體導線架 千元
2612090 其他半導體製造零組件 千元
   
2613010 構裝 IC 千個
2613020 晶圓封裝 片 
2613030 晶圓凸塊 片 
2613110 IC 測試(含晶片) 千個
2613120 晶圓測試 片 
   
2620010 鉭質電解電容器 千個
2620020 鋁質電解電容器 千個
2620030 塑膠薄膜電容器 千個
2620040 陶瓷電容器 千個
2620050 可變電容器 千個
2620090 其他電容器 千個
2620110 聲頻變壓器 千只
2620120 返馳變壓器 千只
2620130 中頻變壓器 千只
2620140 電源變壓器 千只
2620190 其他變壓器 千只
2620210 碳膜電阻器 千個
2620220 金屬膜電阻器 千個
2620230 可變電阻器 千個

2620240
保險絲電阻器(熔絲電阻
器) 千個

2620250 排列電阻器 千個
2620260 晶片電阻器 千個
2620290 其他電阻器 千個
2620910 電子繼電器 千個
2620920 偏向軛(電視用) 千只
2620930 其他電視用磁鐵元件 千元
2620940 晶片電感 千個
2620990 其他被動電子元件 千元
   
2630010 印刷電路用銅箔基板 平方呎
2630020 硬質單面印刷電路板 平方呎
2630030 硬質雙面印刷電路板 平方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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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0040 硬質多層印刷電路板 平方呎
2630050 軟性印刷電路板 平方呎
2630055 軟硬複合印刷電路板 平方呎
2630060 印刷電路板加工 千元
2630070 IC 載板 千片
   
2641010 被動驅動式液晶面板 千組

2641020 
大尺寸 TFT-LCD 面板
(10 吋及以上) 千組

2641030 
中小尺寸 TFT-LCD 面板
(10 吋以下，不含 10 吋) 千組

2641040 TFT-LCD 模組製程 千組
2641110 彩色濾光片 片 

2641120 
背光模組(不含 LED 背光
模組) 片 

2641130 LED 背光模組 片 
2641140 導光板 片 
2641150 擴散板／膜 片 
2641160 聚光膜(片)／增光膜(片) 平方公尺
2641170 背光源用冷陰極管 千只
2641190 其他液晶面板組件 千元
   
2642010 發光二極體磊晶片 平方英吋
2642020 發光二極體晶粒 千個
2642030 砲彈型封裝 LED 千個
2642040 表面黏著型 LED 千個
2642045 高功率 LED 千個
2642047 中低功率 LED 千個
2642050 LED 顯示元件或模組 千個
2642060 其他 LED 封裝或模組 千個

2642070 
有機發光二極體元件或
模組 組 

   
2643010 太陽能矽晶片 片 
2643020 矽晶太陽能電池 千片
2643030 薄膜太陽能電池 片 
2643040 其他太陽能電池 片 
2643050 矽晶太陽能模組／板 片 
   
2649010 雷射二極體磊晶片 平方英吋
2649020 雷射二極體晶粒 千個
2649030 雷射二極體元件或模組 千個
2649040 雷射指示器 千個
2649910 電漿面板或模組 組 
2649920 觸控面板 組 
2649930 電子紙 片 
2649940 其他面板或模組 千組
2649950 偏光板 平方公尺
2649960 ITO 導電玻璃 片 
2649970 ITO 導電膜片 平方公尺
2649980 光電材料表面鍍膜處理 千元
2649990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千元
2649991 光電材料加工或裁切 千元
   
2691010 主機板 片 
2691105 DRAM 模組 組 

2691110 快閃記憶卡 片 
2691115 繪圖卡 片 
2691120 網路卡 片 
2691125 傳真卡 片 
2691130 ISDN 卡 片 
2691135 控制卡 片 
2691140 中文卡 片 
2691145 音效卡 片 
2691190 其他介面卡 片 
   
2699010 連接器(線) 千只
2699110 彩色影像管(電視用) 千只
2699120 單色影像管(電視用) 千只
2699130 彩色影像管(電腦用) 千只
2699140 單色影像管(電腦用) 千只
2699210 工業用電子管(影像管用) 千只
2699220 玻璃球管 千只
2699230 電子槍 千只
2699290 其他電子管及其零配件 千元
2699905 石英振盪器 千只
2699910 轉換器 千只
2699915 濾波器 千只
2699920 薄膜體聲波諧振器 千只
2699925 電子零組件用模組 個 
2699930 錄影機用磁頭 千只
2699935 錄音機用磁頭 千只
2699940 IC 卡 片 
2699945 電子標籤 片 
2699950 電子材料保護膜 平方公尺
2699990 其他電子零組件 千元

27 電 腦 、 電 子 產 品
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適用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
聽電子產品、資料儲存媒體、量測、導航、控制、
鐘錶、輻射、電子醫療設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
製造之行業。 

2711005 迷你電腦 台 
2711010 電腦工作站 套 
2711015 桌上型電腦 台 
2711020 膝上型電腦 台 
2711025 筆記型電腦 台 
2711030 平板電腦／平板裝置 台 
2711035 掌上型電腦 台 
2711040 筆式電腦 台 
2711045 手持式電腦 台 
2711050 工業電腦 台 
2711055 電子字典 台 
2711060 伺服器 台 
2711110 可程式計算器 台 
2711120 掌上型一般計算器 台 
2711130 桌上型計算器 台 
   

2712005 
單色陰極射線管顯示器
(電視用) 

台 

2712010 
單色陰極射線管顯示器
(電腦用) 

台 

2712015 
彩色陰極射線管顯示器
(電視用) 

台 

2712020
彩色陰極射線管顯示器
(電腦用) 台 

2712023
大尺寸 LED 背光液晶顯
示器(30 吋以上) 台 

2712025
大尺寸液晶顯示器(20 吋
以上，不含 LED 背光液
晶顯示器) 

台 

2712030
中大尺寸 LED 背光液晶
顯示器(20-29 吋) 台 

2712035
中 尺 寸 液 晶 顯 示 器
(14-19 吋，不含 LED 背
光液晶顯示器) 

台 

2712040
中尺寸 LED 背光液晶顯
示器(14-19 吋) 台 

2712045
小尺寸液晶顯示器(13 吋
以下，不含 LED 背光液
晶顯示器) 

台 

2712050
小尺寸 LED 背光液晶顯
示器(13 吋以下) 台 

2712055 電漿顯示器 台 
2712090 其他顯示器 台 
2712110 單色一般終端機 台 
2712120 彩色一般終端機 台 
2712130 單色中文終端機 台 
2712140 彩色中文終端機 台 
2712150 Ｘ終端機 台 
2712190 其他終端機 台 
   
2719005 硬式磁碟機 台 
2719010 外接式硬碟 台 
2719015 軟式磁碟機 台 
2719025 唯讀型 CD 光碟機 台 

2719030
唯讀型數位多功能 DVD
光碟機 台 

2719035 唯讀型藍光光碟機 台 

2719040 CD 光碟燒錄機 台 

2719045
數位多功能 DVD 光碟燒
錄機 

台 

2719050 複合式光碟燒錄機 台 
2719055 藍光光碟燒錄機 台 
2719060 其他光碟機 台 
2719065 隨身碟 台 
2719070 固態硬碟 台 

2719090
其他資料讀取或儲存系
統 台 

2719110 點陣式印表機 台 
2719120 菊輪式印表機 台 
2719130 其他撞擊式印表機 台 
2719140 雷射印表機 台 
2719150 噴墨印表機 台 
2719160 其他非撞擊式印表機 台 
2719170 繪圖機 台 
2719180 多功能複合印表機 台 
2719210 鍵盤 台 
2719220 滑鼠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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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9230 電腦相機 台 
2719310 平台式掃描器 台 
2719320 餽紙式掃描器 台 
2719330 掌上型掃描器 台 
2719340 底片型掃描器 台 
2719410 光學讀卡機 台 
2719420 條碼閱讀機 台 
2719430 磁卡閱讀機 台 
2719440 快閃記憶卡讀卡機 台 
2719450 晶片卡讀卡機 台 
2719460 感測式讀卡機 台 
2719490 其他讀卡機 台 
2719520 數位板 片 
2719910 文字處理機 台 
2719920 程式燒錄器 台 
2719930 電腦發展設備 台 
2719940 網路作業系統設備 套 
2719950 電腦機殼 台 

271996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用模
組 個 

2719970 中央處理器 個 
2719972 智慧眼鏡 支 
2719974 智慧手錶 只 
2719976 智慧手環 個 
2719977 虛擬實境裝置 台 
2719978 其他智慧穿戴電子裝置 千元

2719980 
其他電腦週邊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719990 
其他電腦設備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721005 簡單型電話機 台 
2721010 ISDN 電話機 台 
2721015 多功能電話機 台 
2721020 按鍵電話系統 套 
2721025 ISDN 按鍵電話系統 門 
2721030 電話答錄機 台 
2721035 有線電話無線副機 台 
2721040 有線對講機 台 
2721045 網路電話機 台 
2721090 其他有線電話機 台 
2721110 數位式無線電話 台 
2721120 無線按鍵電話系統 套 
2721130 中繼式無線對講機 台 
2721140 民用波段對講機 台 
2721220 手機 台 
2721230 手機機殼 台 
  
2729010 局用交換機 門 
2729020 其他局端用交換設備 千元
2729030 用戶交換機 門 
2729040 ISDN 用戶交換機 門 
2729050 無線用戶交換機 門 
2729110 雷射普通紙傳真機 台 
2729120 非雷射普通紙傳真機 台 
2729130 無線傳真機 台 

2729140 電傳打字機 台 
2729150 收發報機 台 
2729210 數據機 台 
2729220 ISDN 數據機 台 
2729230 數位用戶迴路數據機 台 
2729240 纜線數據機 台 
2729250 電源線通訊(PLC)數據機 台 
2729260 無線數據機 台 
2729270 行動數據機 台 
2729310 集線器 埠 
2729320 交換器 埠 
2729330 路由器 台 
2729340 橋接器 台 
2729350 閘道器 台 
2729360 中繼機 台 
2729370 網路集中設備 個 
2729380 網路連接器 組 

2729390 
其他電腦用通訊設備及
其零組件 千元

2729403 載波機 台 

2729406 
劃時多工機(分時式多工
機) 台 

2729409 
劃頻多工機(分頻式多工
機) 台 

2729413 頻道銀行 台 
2729416 數位線路倍增器 套 
2729419 電子式集線機 台 

2729423 
資料服務單元／頻道服
務單元 套 

2729426 其他局端用傳輸設備 千元
2729429 有線通信設備用模組 個 
2729433 其他有線通信設備 千元
2729436 局端用無線通訊設備 千元
2729439 數位微波系統 台 
2729443 微波通信元件 千元
2729446 無線通訊元件與模組 千個
2729449 無線通信器材用模組 個 
2729453 其他無線通信器材 千元
2729456 船用通訊設備 千元
2729459 衛星通訊設備 套 

2729463 
衛 星 小 型 地 面 站 網 路
(VSAT) 套 

2729466 衛星小型地面站設備 套 
2729469 其他衛星通訊設備 套 
2729510 有線數位電視接收器 套 
2729520 衛星數位電視接收器 台 

2729530 
地面廣播數位電視接收
器 台 

2729540 有線電視之各項設備 千元
2729550 衛星天線 支 
2729560 一般天線 支 
2729610 車用防盜器 個 
2729620 電眼 個 
2729630 監視系統攝影機 台 
2729690 其他保全設備 個 
2729905 光纖傳輸裝置 台 

2729910 光纖主動元件 套 
2729915 光纖被動元件 套 
2729920 ISDN 終端配適器 台 
2729925 ISDN 網路終端 台 
2729930 影像顯示設備 套 
2729935 其他用戶端設備 千元
2729940 呼叫器 只 
2729945 無線遙控器 個 
   
2730005 寬螢幕電視機 台 

2730010
一般彩色電視機(20 吋及
以上) 台 

2730015
一般彩色電視機(19 吋及
以下) 台 

2730020 數位彩色電視機 台 
2730025 高畫質彩色電視機 台 

2730030
液 晶 彩 色 電 視 機 ( 不 含
LED 背光液晶彩色電視
機) 

台 

2730035
LED 背光液晶彩色電視
機 台 

2730040 電漿彩色電視機 台 
2730045 分離式組合電視機 台 

2730050
電視音響組合彩色電視
機 台 

2730055 一般黑白電視機 台 
2730060 液晶黑白電視機 台 

2730065
電視音響組合黑白電視
機 台 

2730070 射頻變頻器 個 
2730110 放影機 台 
2730120 錄放影機 台 
2730130 雷射碟影機 台 
2730140 類比攝錄影機 台 
2730150 硬碟式錄放影機 台 
2730160 影帶(光碟)拷貝機 台 
2730210 唱盤 台 
2730220 雷射唱機 台 
2730230 影音光碟機 台 

2730240
多功能數位影音光碟錄
放影機 台 

2730250
PMP 可攜式多媒體播放
器 台 

2730305 單頻道收音機 台 
2730310 多頻道收音機 台 
2730315 其他收音機 台 
2730320 收錄音機 台 
2730325 MP3 錄放音機 台 
2730330 其他錄音機 台 
2730335 汽車用收音機 台 
2730340 汽車用收放音機 台 
2730345 伴唱機 台 
2730350 語言學習機 台 
2730405 音頻擴大機 台 
2730410 麥克風 只 
2730415 調諧器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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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0420 等化器 台 
2730425 揚聲器 千個
2730430 車用揚聲器 千個
2730435 其他特定用途揚聲器 千個
2730440 揚聲器零配件 千元
2730445 耳機 只 
2730450 錄放音機座 台 
2730485 其他音響產品 台 
2730490 其他音響零配件 千元
2730910 視聽電子產品用模組 個 
2730920 電視遊樂器 台 

2730930 
電子遊樂器(可更換遊戲
軟體) 台 

2730940 電子書閱讀器 台 
2730950 行車記錄器 台 
2730990 其他視聽電子產品 千元
   
2740005 硬式磁碟 組 
2740010 軟式磁碟片 片 
2740015 磁帶(電腦用) 公尺
2740020 空白光碟片 千片

2740025 
CD 系列預錄式光碟(非
空白片) 千片

2740030 
DVD 系 列 預 錄 式 光 碟
(非空白片) 千片

2740035 唱片 打 
2740040 空白錄音帶(含外殼) 打 
2740045 錄音帶(非空白帶) 打 
2740050 空白錄影帶(含外殼) 打 
2740055 錄影帶(非空白帶) 打 

2740060 
非 IC 記錄訊號卡(含感應
卡) 片 

2740090 其他資料儲存媒體 片 
   
2751010 數值控制器 台 
2751020 汽車電子控制器 台 
2751110 雷達系統 台 
2751120 全球定位系統 台 
2751130 船用航儀設備 千元
2751190 其他導航系統 套 

2751191 
其他定位導航系統模組
及其零組件 千元

2751205 電錶(計算電力用) 只 
2751210 電流表 只 
2751215 電壓表 只 
2751220 多用電表 台 
2751225 其他電表 只 
2751230 壓力計 只 
2751235 水錶 只 
2751240 酸鹼度計 台 
2751245 溫濕度計 台 
2751250 恆溫控制器 台 
2751255 汽車速度表 個 
2751260 汽車油壓表 個 
2751265 汽車轉速計 個 
2751270 其他汽車儀表 個 

2751275 智慧電表 個 
2751290 其他計量及計數器 千元
2751305 電壓量測儀器 台 
2751310 電流量測儀器 台 
2751315 功率量測儀器 台 
2751320 電磁波量測儀器 台 
2751325 數位示波器 台 
2751330 類比示波器 台 
2751335 頻譜分析儀 台 
2751340 邏輯分析儀 台 
2751345 微處理機發展系統 千元
2751350 信號產生器 台 
2751355 電信測試儀器 台 
2751360 電氣特性測試儀器 台 
2751365 電子零件特性量測儀器 台 
2751370 自動測試設備 千元

2751375 
半導體檢測設備及零組
件 千元

2751380 
平面顯示器檢測設備及
零組件 千元

2751385 
太陽能檢測設備及零組
件 千元

2751387 LED 檢測設備及零組件 千元
2751390 其他電子量測儀器 千元

2751395 
其他光電檢測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751410 天平 台 
2751420 機械式測重磅 台 
2751430 電子式測重磅 台 
2751490 其他計重器 台 
2751510 溫度感測器 台 
2751520 氣體感測器 台 
2751530 壓力感測器 台 
2751590 其他感測器 台 
2751610 工業校準用塊規 個 
2751620 工業校準用標準尺 只 
2751630 工業校準用量規 只 
2751690 其他工業校準工具 只 
2751710 雷射檢測設備 千元
2751720 全像設備及全像元件 千元

2751790 
其他精密儀器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751910 曝光表 台 
2751920 分光儀 台 
2751930 光纖檢測設備 千元
2751940 紅外光檢測裝置 千元
2751990 其他科學量測器材 千元
  
2752010 機械錶 只 
2752020 石英錶 只 
2752030 電子錶 只 
2752040 錶殼 千元
2752050 錶芯 千元
2752060 錶面 千元
2752080 其他錶 千元
2752090 其他錶零組件 千元

2752110 機械鐘 只 
2752120 石英鐘 只 
2752130 電子鐘 只 
2752140 鐘殼 千元
2752150 鐘芯 千元
2752160 鐘面 千元
2752180 其他鐘 千元
2752190 其他鐘零組件 千元
2752990 其他計時器及其零組件 千元
   
2760010 超音波掃描儀 台 
2760020 牙科用χ光檯 台 
2760110 助聽器 個 
2760120 心律調整器 套 
2760905 高震波碎石裝置 台 
2760910 早產兒保育器 台 
2760915 臨床化學分析儀 台 
2760920 免疫檢測分析儀器 台 
2760925 分子診斷分析儀器 台 
2760930 血液分析儀 台 
2760935 腦波計 台 
2760940 心臟示波器 台 
2760945 心電圖記錄器 台 
2760950 超音波洗牙機(醫療用) 台 
2760955 電動式手術器械 千元
2760960 電子血壓計 台 

2760990
其他輻射及電子醫學設
備 千元

2760995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零
組件 千元

   
2771005 110 照相機 台 
2771010 35 ㎜單眼反光照相機 台 

2771015
35 ㎜固定焦距雙眼照相
機 台 

2771020
35 ㎜可變焦距雙眼照相
機 台 

2771025 自動對焦伸縮鏡頭相機 台 
2771030 數位相機 台 
2771035 其他照相機 台 
2771040 照相用閃光燈 只 
2771045 照相用交換鏡頭 只 
2771050 自動對焦伸縮鏡頭 台 
2771090 其他照相器材零組件 千元
2771110 電影攝影機 台 
2771120 數位攝影機 台 
2771130 其他攝影機 台 
2771190 攝影器材零組件 千元
   
2779010 玻璃透鏡 千片
2779020 塑膠透鏡 千片
2779030 行動裝置鏡頭 千個
2779090 其他光學元件 千元
2779910 前投式液晶投影機 台 
2779920 其他前投式投影機 台 
2779930 背投式液晶投影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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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9940 其他背投式投影機 台 
2779950 幻燈機 台 
2779960 電影放映機 台 
2779970 望遠鏡 台 
2779980 顯微鏡 台 

2779990 
其他光學儀器及其零配
件 千元

28 電 力 設 備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發電、輸電及使用
電能之電力設備、器具、家
用電器及其零組件製造之行
業。 

2810010 交流發電機 台 
2810020 直流發電機 台 
2810030 柴油發電機組 台 
2810040 汽油發電機組 台 
2810050 大型蒸汽渦輪發電機組 台 
2810090 其他發電機組 台 
2810105 交流單相感應電動機 台 
2810110 交流三相感應電動機 台 
2810115 交流三相同步電動機 台 
2810120 直流電動機 台 
2810125 直流碳刷伺服馬達 台 
2810130 直流無刷伺服馬達 台 
2810135 交流感應伺服馬達 台 
2810140 步進電動機 台 
2810145 微型電動機(3W 以下) 千台
2810150 小型電動機(3～37.5W) 千台
2810190 其他電動機 台 
2810210 電動機控制器 台 
2810220 馬達變頻器 台 
2810310 電力變壓器 台 
2810320 配電變壓器 台 
2810330 特殊用變壓器 台 
2810340 模鑄乾式變壓器 台 
2810350 爐用變壓器 台 
2810360 比流器 台 
2810370 比壓器 台 
2810410 高低壓配電盤 組 
2810420 可程式控制器(PLC) 台 
2810510 高壓斷路器 台 
2810520 低壓斷路器 台 
2810530 無熔線斷路器 台 
2810540 漏電斷路器 個 
2810610 太陽能逆變器 台 

2810690 
其他太陽光電系統設備
及其零組件 千元

2810710 風力發電機組 台 

2810790 
其他風力發電系統設備
及其零組件 千元

2810910 電力熔線 支 
2810920 低壓熔線(保險絲) 只 

2810990 
其他發電、輸電及配電設
備 台 

   
2820010 鋰一次電池 千只
2820020 錳鋅乾電池 千只
2820030 鋅空氣一次電池 千只

2820090 其他一次電池 千只
2820105 汽車用鉛酸蓄電池 只 
2820110 機車用鉛酸蓄電池 只 
2820115 其他鉛酸蓄電池 只 
2820120 工業用鉛酸蓄電池 只 
2820125 鎳鎘電池(小型) 只 
2820130 鎳鎘電池(大型) 只 
2820135 鎳氫電池(小型) 千只
2820140 鎳氫電池(大型) 只 
2820145 鋰離子電池(小型) 千只
2820150 鋰離子電池(大型) 只 
2820155 鋰高分子電池(小型) 千只
2820160 鋰高分子電池(大型) 只 
2820165 鋅空氣二次電池(小型) 千只
2820170 鋅空氣二次電池(大型) 只 
2820190 其他二次電池 只 
2820210 鋰電池正極材料 公斤
2820220 鋰電池負極材料 公斤
2820230 鋰電池電解液 公斤
2820240 鋰電池隔離膜 平方公尺
2820910 電池模組封裝 千元
   
2831010 裸銅線 公噸
2831020 鋁線 公噸
2831030 鋁絞電線纜 公噸
2831040 鋼芯鋁電線纜 公噸
2831110 漆包線 公噸
2831210 電子線 公噸
2831310 電力用電線 公噸
2831320 電力用電纜 公噸
2831330 匯流排電力用電纜 公噸
2831410 通訊用電線 公噸
2831420 通訊用電纜(不含光纜) 公噸
2831510 光纜 千公尺
2831520 光纖 千公尺
   
2832010 負載斷流開關 台 
2832020 空斷開關(33KV 以上) 台 
2832030 切離開關(24KV 以下) 台 
2832040 低壓電磁開關 台 
2832050 高壓電磁開關 台 
2832060 熔線鏈開關 台 
2832090 其他電力開關 台 
2832150 電子產品開關 千只
2832290 電子產品用線圈 千只
2832350 電源插座 千只
2832355 訊號插座 千只
2832360 電源插頭 千只
2832365 訊號插頭 千只
2832370 家用電器開關 千只
2832380 其他配線開關 千只
2832910 避雷器 具 

2832990 
其他配線器材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841010 電燈泡 千只

2841020
汽機車車頭大燈白熱燈
泡 千只

2841030
汽機車用其他燈泡(不含
汽機車用 LED 燈泡) 千只

2841090 其他白熱燈泡 千只
2841110 螢光燈管(日光燈管) 千支
2841120 緊湊型螢光燈泡(管) 千支
2841910 水銀燈泡管 千支
2841920 鹵素燈泡 千支
2841930 LED 照明燈泡 只 
2841940 LED 照明燈條 只 
2841950 汽機車用 LED 燈泡 千只
2841990 其他燈泡管 千支
   
2842010 聖誕燈串及零組件 千元

2842020
美術彩色燈(非 LED 光
源) 只 

2842905 檯燈(非 LED 光源) 支 
2842910 螢光管燈具(檯燈除外) 千支
2842920 工作燈(非 LED 光源) 支 
2842925 水銀燈 支 

2842930
手電筒(不含 LED 手電
筒) 只 

2842931 LED 手電筒 只 

2842935
緊急照明燈(不含 LED 緊
急照明燈) 支 

2842936 LED 緊急照明燈 支 

2842940
LED 照明燈具(不含 LED
手電筒/緊急照明燈) 只 

2842990 其他非 LED 光源燈具 千元
   
2851010 分離式冷氣機(3 噸以下) 台 
2851020 分離式冷氣機(3 噸以上) 台 

2851030
窗型室內空氣調節機(含
冷氣機) 台 

2851040
箱型空氣調節機(含冷氣
機) 台 

2851050 汽車冷氣機 台 
2851060 加濕器 台 
2851070 除濕機 台 
   
2852010 電冰箱 台 
   
2853010 單槽洗衣機 台 
2853020 雙槽洗衣機 台 
2853030 衣物烘乾機 台 
2853090 其他洗衣設備 千元
   
2854010 立、桌電扇 台 
2854020 吊電扇 台 
2854030 箱型電扇 台 
2854040 家用通風電扇 台 
2854090 其他電扇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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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9003 電鍋 台 
2859006 電子鍋 台 
2859009 微波爐 台 
2859013 電烤箱 台 
2859016 電烤麵包機 台 
2859019 電磁爐 台 
2859023 電暖器 台 
2859026 電熱水器 台 
2859029 電子保溫熱水瓶 台 
2859033 電熨斗 台 
2859036 吹風機 台 
2859039 電咖啡壺 台 
2859043 乾碗機 台 
2859046 捲髮器 支 
2859049 製麵包機 台 
2859053 洗碗機 台 
2859056 電壺 台 
2859090 其他電熱器具 台 
2859110 排油煙機 台 
2859120 果汁機 台 
2859130 榨汁機 台 
2859140 電動刮鬍刀 台 
2859150 吸塵器 台 
2859160 電動按摩器 台 
2859170 空氣清淨機 台 
2859190 其他家用電動器具 台 
2859210 燃氣熱水器 台 
2859220 太陽能熱水器 台 
2859225 熱泵熱水器 台 
2859230 陶瓷爐具 台 
2859240 非陶瓷製爐具 台 
2859250 可攜式爐具 台 
2859910 電捕昆蟲器 台 
2859990 其他家用電器 千元
2859995 家用電器零組件 千元
   
2890010 進相用高壓電容器 台 
2890090 其他電力電容器 台 
2890110 電力整流器 台 
2890120 充電器 台 
2890210 不斷電系統電源供應器 台 
2890220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台 
2890230 電源供應模組 個 
2890280 行動電源 台 
2890290 其他電源供應器 台 

2890910 
電動揭示板(不含 LED 顯
示看板) 千元

2890920 燃料電池 只 
2890930 燃料電池零組件 千元
2890940 端子 千只
2890950 電木板 千元
2890960 LED 顯示看板 組 

2890990 
其他電力設備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原動機、農業、工業、辦公用及其他特
殊用途機械設備,包括營運過程所需的機械設備
(如搬運設備、秤重機械及包裝機)等製造之行
業。 

2911010 壓延機械 台 
2911020 鍛造機械(壓床除外) 台 
2911030 鑄造機械 台 

2911990 
其他冶金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11991 冶金機械加工 千元
2912001 NC 車床 台 
2912002 其他車床 台 
2912011 NC 鑽床 台 
2912012 其他鑽床 台 
2912021 NC 銑床 台 
2912022 其他銑床 台 
2912023 刨床 台 
2912024 鋸床 台 
2912031 NC 搪床 台 
2912032 其他搪床 台 
2912041 NC 磨床 台 
2912042 其他磨床 台 
2912051 立式綜合加工機 台 
2912052 臥式綜合加工機 台 
2912061 齒輪加工機 台 
2912090 其他 NC 切削工具機 台 
2912110 拉床 台 
2912120 插床 台 
2912130 螺紋機 台 
2912140 砂輪機 台 
2912190 其他切削工具機 台 
2912910 切削工具機用主軸 支 
2912920 刀庫系統 組 
2912990 其他切削工具機零組件 千元
2912991 切削工具機加工 千元
   
2919005 機械式 NC 沖(壓)床 台 
2919010 曲軸式沖(壓)床 台 
2919015 連桿式沖(壓)床 台 
2919020 機械式其他沖(壓)床 台 
2919025 液壓沖床(壓床) 台 
2919030 氣壓式沖床 台 
2919035 板材剪床 台 
2919040 棒材剪床 台 
2919045 折床 台 
2919050 螺絲螺帽機械 台 
2919080 其他金屬成型機械 台 
2919090 金屬成型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19091 金屬成型機械加工 千元
2919110 熱處理設備 台 
2919120 表面處理設備 台 
2919130 電弧焊接機 台 
2919140 電阻焊接機 台 
2919180 其他電力焊接設備 台 

2919190 
其他金屬加工機械零組
件 千元

2919191 其他金屬加工機械加工 千元
   
2921010 耕耘機 台 

2921020 插秧機 台 
2921090 其他整地及播種機械 台 
2921110 聯合收穫機 台 
2921190 其他收穫機械 台 
2921210 噴霧機 台 
2921290 其他農業管理機械 台 
2921310 農用搬運車 台 
2921320 農用乾燥機 台 
2921330 牽引機 台 
2921340 漁畜機械 台 
2921390 其他農用機械 台 
2921990 農藝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1991 農藝機械加工 千元
   
2922010 水泥拌合機 台 

2922090
其他建築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22091 建築機械加工 千元
2922110 礦業機械 台 
2922190 礦業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2191 礦業機械加工 千元
   
2923010 碾米機 台 
2923090 其他穀物處理機械 台 
2923091 穀物處理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3110 調理機械 台 
2923210 飲料機械 台 
2923290 飲料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3980 其他食品機械 台 
2923990 食品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3991 食品機械加工 千元
   
2924010 家庭用縫紉機 台 
2924020 工業用縫紉機 台 
2924090 縫紉機零組件 千元
2924110 精紡機 台 
2924120 錐形筒子絡紗機 台 
2924130 撚線機 台 
2924190 其他紡紗機械 台 
2924210 有梭織機 台 
2924220 無梭織機 台 
2924230 氈呢及不織布機械 台 
2924290 其他織布機械 台 

2924310
緯編織機(包含圓編與橫
編織機) 台 

2924320 經編織機 台 
2924390 其他針織機械 台 
2924410 人造纖維機械 台 
2924510 皮革機械 台 
2924520 製鞋機械 台 
2924590 皮革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4910 染整機械 台 
2924920 製衣機械(不含縫紉機) 台 
2924930 洗衣機械 台 
2924980 其他紡織機械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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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4990 紡織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4991 紡織機械加工 千元
   
2925010 併板機 台 
2925090 其他合板機械 台 
2925110 木工帶鋸機 台 
2925120 木工圓鋸機 台 
2925210 木工鉋床 台 
2925220 木工鑽床或榫眼機 台 

2925230 
木 工 成 型 機 ( 含 木 工 銑
床、模製機) 台 

2925240 木工車床 台 

2925250 
木工磨光機、砂光機或拋
光機 台 

2925260 NC 木工機械 台 
2925310 木工接合機 台 
2925980 其他木工機械 台 
2925990 木工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5991 木工機械加工 千元
   

2926010 
乾燥裝置(不含農用乾燥
機) 台 

2926110 攪拌機 台 
2926120 混合機 台 
2926190 其他拌合化工機械 台 
2926910 塔槽、容器及相關設備 千元

2926990 
其他化工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26991 化工機械加工 千元
   
2927010 塑膠射出成型機 台 
2927020 塑膠中空成型機 台 
2927030 塑膠押出機 台 
2927040 塑膠袋製造機 台 
2927090 其他塑膠機械 台 
2927110 橡膠押出機 台 
2927190 其他橡膠機械 台 
2927990 橡(塑)膠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7991 橡(塑)膠機械加工 千元
   

2928005 
其他電子生產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928010 
半導體製程設備及零組
件 千元

2928015 
半導體構裝設備及零組
件 千元

2928020 
半導體製程用之週邊設
備及零組件 千元

2928025 
印刷電路板生產設備及
零組件 千元

2928030 
液晶顯示器生產設備及
零組件 千元

2928035 
其他平面顯示器生產設
備及其零組件 千元

2928040 
LED 製程生產設備及零
組件 千元

2928045 
太陽能製程生產設備及
零組件 千元

2928080 
其他光電生產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928091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
加工 千元

  
2929010 造紙整廠設備 千元
2929020 紙板生產機械 台 
2929030 紙加工機械 台 
2929080 其他造紙機械 台 
2929090 造紙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9091 造紙機械加工 千元
2929110 印刷機 台 
2929120 製版機 台 
2929180 其他印刷機械 台 
2929190 印刷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29191 印刷機械加工 千元
2929910 製罐機械 台 
2929920 其他罐頭處理機械 台 
2929930 非金屬礦物製品用機械 台 

2929990 
其他專用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29991 其他專用機械加工 千元
   
2931010 引擎 台 
2931090 其他內外燃機 台 
2931190 原動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31191 原動機加工 千元
   
2932010 液壓設備及零組件 千元
2932020 氣壓設備及零組件 千元

2932091 
液(氣)壓設備及零組件加
工 千元

   
2933010 定置型空氣壓縮機 台 
2933020 可搬動型空氣壓縮機 台 
2933030 冷媒壓縮機 台 
2933090 其他壓縮機 台 
2933110 水泵(抽水機) 台 
2933120 其他液體泵 台 
2933130 真空泵 台 
2933140 空氣泵 台 
2933190 泵及壓縮機零組件 千元
2933191 泵及壓縮機加工 千元
2933210 高溫高壓閥 公噸
2933220 自動調整閥 公噸
2933230 給排水開閥及水龍頭 公噸
2933240 不銹鋼製一般用閥 公噸
2933250 鑄鋼製一般用閥 公噸
2933260 鍛鋼製一般用閥 公噸
2933270 鑄鐵製一般用閥 公噸
2933280 青銅、黃銅製一般用閥 公噸
2933290 各種閥及水龍頭零組件 千元
   
2934010 滾珠軸承 公噸

2934090 其他軸承 公噸
2934110 齒輪 只 
2934120 齒輪減速機 台 
2934130 齒輪變速箱 組 
2934910 滾珠螺桿 公噸
2934920 線性滑軌 千元

2934990
其他機械傳動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934991 機械傳動設備加工 千元
2935010 輸送機 台 
2935020 起重機 台 
2935040 堆高機 台 

2935050
升 降 梯 、 升 降 階 梯 ( 電
梯、電扶梯) 台 

2935060 停車設備 千元
2935070 其他曳引舉重設備 台 
2935080 自動化倉儲設備 千元
2935090 輸送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35091 輸送機械加工 千元
2935110 機器手臂 台 
2935120 工業機器人 台 
2935130 專業用服務型機器人 台 

2935140
個人及家庭用服務型機
器人 台 

   
2936010 打字機 台 
2936020 數鈔機 台 
2936030 影印機 台 

2936990
其他事務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36991 事務機械加工 千元
   

2937010
空氣污染防治及偵測檢
驗設備 套 

2937020 集塵器 個 

2937030
廢水處理及偵測檢驗設
備 套 

2937040
廢棄物處理及偵測檢驗
設備 套 

2937050
噪音防治及偵測檢驗設
備 套 

2937090
其他污染防治設備及其
零組件 千元

2937091 污染防治設備加工 千元
   
2938010 氣動手工具 千元
2938110 手提電鑽(鉆) 台 
2938120 充電式手提電鉆 台 
2938130 手提電鋸(含桌上型) 台 
2938140 手提電動雕刻機 台 
2938150 手提電動圓盤磨輪機 台 

2938190
其他動力手工具及其零
組件 千元

2938191 動力手工具加工 千元
   
2939010 雷射加工機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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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9020 超音波加工機 台 
2939030 高週波加工機 台 
2939040 NC 放電加工機 台 
2939050 線切割放電加工機 台 
2939080 其他放電加工機 台 
2939090 非傳統加工設備零組件 千元
2939091 非傳統加工設備加工 千元
2939110 外包裝機械 台 
2939120 內包裝機械 台 
2939130 個裝包裝機械 台 
2939180 其他包裝相關性機械 台 
2939190 包裝機械零組件 千元
2939191 包裝機械加工 千元
2939210 飲水機(包含開飲機) 台 
2939280 其他飲用水設備 台 
2939290 飲用水設備零組件 千元
2939291 飲用水設備加工 千元
2939310 中央系統冷氣機 台 
2939320 空調箱 台 
2939330 送風機 台 
2939340 冷凍庫、櫃 台 
2939350 商用冷凍冷藏展示櫃 台 
2939410 工業用抽風、通風機 台 
2939420 鼓風機 台 
2939910 治具、夾具 千元
2939920 滅火器 台 
2939930 消防設備(滅火器除外) 千元
2939940 自動販賣機 台 
2939950 熱交換器 台 
2939960 工業用爐 千元
2939970 3D 列印機 台 

2939990 
其他通用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2939991 其他通用機械加工 千元

30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汽車及其專
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

3010010 
小 型 轎 車 ( 未 滿
2000c.c.) 輛 

3010020 
未滿 2000c.c.小型客車
(9 人座以下) 輛 

3010030 大型轎車(2000c.c.以上) 輛 

3010040 
2000c.c. 以 上 小 型 客 車
(9 人座以下) 輛 

3010050 中型客車(10～29 人座) 輛 
3010060 大客車(30 人座以上) 輛 
3010110 小型貨車(3.5 公噸以下) 輛 
3010120 大型貨車(超過 3.5 公噸) 輛 
3010130 客貨兩用車 輛 
3010210 小客車底盤(含引擎)車 輛 
3010220 大客車底盤(含引擎)車 輛 
3010230 小貨車底盤(含引擎)車 輛 
3010240 大貨車底盤(含引擎)車 輛 
3010290 其他汽車底盤(含引擎)車 輛 
3010310 純電動小型轎車 輛 
3010320 油電混合動力小型轎車 輛 

3010330 
插電式混合動力小型轎
車 輛 

3010335 純電動大型轎車 輛 
3010340 油電混合動力大型轎車 輛 

3010345 
插電式混合動力大型轎
車 輛 

3010350 
純電動中大型客車(10 人
座以上) 輛 

3010355 
油電混合動力中大型客
車(10 人座以上) 輛 

3010360 
插電式混合動力中大型
客車(10 人座以上) 輛 

3010365 
純電動小型貨車(3.5 公
噸以下) 輛 

3010370 
油電混合動力小型貨車
(3.5 公噸以下) 輛 

3010375 
插電式混合動力小型貨
車(3.5 公噸以下) 輛 

3010380 
純 電 動 大 型 貨 車 ( 超 過
3.5 公噸) 輛 

3010385 
油電混合動力大型貨車
(超過 3.5 公噸) 輛 

3010390 
插電式混合動力大型貨
車(超過 3.5 公噸) 輛 

3010910 汽車引擎 個 
3010990 其他汽車 輛 
   
3020010 大客車車身 輛 
3020020 小貨車車身 輛 
3020030 大貨車車身 輛 
3020090 其他汽車車身 輛 
3020110 鋁合金貨櫃 個 
3020120 鋼質貨櫃 個 
3020130 鋁質貨櫃 個 
   
3030005 汽車化油器 個 
3030010 汽車燃料噴射系統 套 
3030015 汽車曲軸 只 
3030020 汽車連桿 只 
3030025 汽車凸輪軸 只 
3030030 汽車汽缸頭(含汽門導管) 個 
3030035 汽車汽缸體 個 
3030040 汽車汽門座 個 
3030045 汽車濾清器 個 
3030050 汽車燃料油泵 個 
3030060 汽車活塞及環 組 
3030065 汽車水箱(散熱器) 個 
3030090 其他汽車引擎零件 千元
3030110 懸吊避震器 套 
3030120 汽車驅動軸及差速總成 套 
3030130 汽車傳動軸 套 
3030140 汽車離合器總成 個 
3030150 汽車變速箱 個 

3030160 
汽車用十字及三叉式接
頭 個 

3030170 汽車輪圈 個 
3030190 其他汽車傳動系統零件 千元
3030210 汽車方向盤、轉向柱及轉 只 

向箱 
3030220 汽車轉向齒輪 只 
3030230 汽車轉向連桿 只 
3030240 汽車連接桿 只 
3030290 其他汽車轉向系統零件 千元
3030305 汽車火星塞 個 
3030310 汽車起動馬達 個 
3030315 分電盤 個 
3030320 汽車發電機 個 
3030325 汽車點火線圈 個 
3030330 汽車頭燈 個 
3030335 汽車後燈 個 
3030340 其他汽車用電燈組 個 
3030345 汽車配電系統 組 
3030390 其他汽車電氣零件 千元
3030410 汽車煞車總泵 組 

3030420
汽車碟式(或盤式)煞車總
成 組 

3030430 汽車煞車來令 組 
3030440 汽車鼓式煞車總成 組 
3030450 汽車真空煞車倍力器 組 
3030460 防鎖死煞車系統 組 
3030490 其他汽車煞車零件 千元
3030905 汽車車架大樑 組 
3030910 車身沖壓件 件 
3030915 汽車保險桿 個 
3030920 汽車排氣管總成 組 
3030925 汽車鑄件 件 
3030930 輔助氣囊系統 組 
3030935 汽車座椅安全帶 條 
3030940 汽車後視鏡 個 
3030942 電動汽車用動力馬達 台 
3030945 電動汽車動力系統零件 千元
3030990 其他汽車零件 千元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
件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船舶、機車、自行
車、其他運輸工具(汽車除外)
及 其 專 用 零 配 件 製 造 之 行
業。 

3110010 貨櫃船 修正總噸
3110020 油輪 修正總噸
3110030 雜貨船 修正總噸
3110040 散裝貨船 修正總噸
3110050 水泥運輸船 修正總噸
3110060 液化氣體載運船 修正總噸
3110090 其他貨船 修正總噸
3110110 客船 總噸
3110210 工作船 艘 
3110220 研究船 總噸
3110230 巡邏艇 總噸
3110240 渡船 總噸
3110310 釣漁船 總噸
3110320 拖網漁船 總噸
3110330 圍網漁船 總噸
3110390 其他漁船 總噸
3110410 小型機動遊艇 艘 
3110420 大型機動遊艇 艘 
3110430 帆船 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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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440 划槳船及獨木舟 艘 
3110490 其他遊艇及船舶 艘 
3110510 浮塢 座 
3110605 船用柴油主機 台 
3110610 其他船用主機 千元
3110620 船用推進器 千元
3110650 甲板機械 千元
3110655 漁船漁具 千元

3110690 
其他船用機械及其零組
件 千元

3110710 鑽油平台 座 
3110720 浮箱 個 
3110790 其他海上浮動設施 千元
3110810 軍事用船 排水噸
   
3121010 輕型機車(50c.c.以下) 輛 

3121020 
普通重型機車(51c.c.～
250c.c.) 輛 

3121030 
大 型 重 型 機 車
(251c.c.~500c.c.) 輛 

3121035 
大型重型機車(500c.c.以
上) 輛 

3121040 機車引擎 個 
3121110 一般電動機車 輛 
3121120 小型輕型電動機車 輛 
   
3122003 機車起動馬達 只 
3122006 機車汽缸頭(含汽門導管) 只 
3122009 機車汽缸體 個 
3122013 機車活塞及連桿構件 只 
3122016 機車點火線圈 只 
3122019 機車鏈條 條 
3122023 機車前叉 組 
3122026 機車後叉 組 
3122029 機車離合器 個 
3122033 機車齒輪箱 個 
3122036 機車變速箱總成 組 
3122039 機車曲軸箱本體 個 
3122043 機車化油器 個 
3122046 機車燃料噴射系統 套 
3122049 機車排氣管 個 
3122053 機車燈座 個 
3122056 機車煞車器 組 
3122059 機車輪圈 個 
3122090 其他機車零件 千元
3122110 電動機車用零件 千元
   
3131010 公路競賽自行車 輛 
3131020 一般通勤自行車 輛 
3131030 登山越野自行車 輛 
3131040 折疊自行車 輛 
3131050 兒童自行車 輛 
3131090 其他自行車 輛 
3131110 電動自行車 輛 
   
3132010 自行車輪圈 只 

3132020 自行車鏈條 條 
3132030 自行車變速器 組 
3132040 自行車煞車器 組 
3132050 自行車前叉及碗 支 
3132060 自行車車把 組 
3132070 自行車車架 只 
3132090 其他自行車零件 千元

3132110 
電動自行車電力系統及
其零件 千元

  
3190010 軌道電力機車 輛 

3190020 
柴油機械機車(內燃式軌
道機車) 輛 

3190030 
柴油引擎客車(內燃式軌
道動力客車) 輛 

3190040 
柴油液壓機車(內燃式軌
道機車) 輛 

3190050 
柴油電力機車(內燃式軌
道機車) 輛 

3190060 電聯車(含柴聯車) 輛 
3190070 軌道工程車 輛 
3190090 其他軌道車輛 輛 
3190110 軌道車輛車體 千元
3190120 軌道車輛連結器 千元
3190130 軌道客車廂 輛 
3190190 其他軌道車廂 輛 
3190205 軌道車輛轉向架 千元
3190210 軌道車輛座椅 千元
3190215 軌道車輛自動門機 千元
3190220 軌道車輛合成煞車塊 千元
3190225 軌道車輛齒輪箱 個 
3190230 軌道車輛變頻器 個 
3190235 軌道車輛牽引馬達 個 
3190240 軌道車輛集電裝置 組 
3190245 軌道車輛空調系統 組 
3190250 軌道車輛照明系統 組 
3190255 軌道車輛衛生設備 組 
3190260 軌道車輛旅客資訊系統 組 

3190265 
軌道車輛自動列車控制
系統 組 

3190270 軌道車輛駕駛模擬器 個 
3190275 軌道車輛軌道固定裝置 組 
3190290 其他軌道車輛零件 千元
3190310 航空器 架 
3190320 飛機體零件及附屬裝備 千元
3190330 飛機引擎及其零件 千元

3190390 
飛機其他零件及裝備系
統 千元

3190910 輪椅車 輛 
3190920 電動輪椅車 輛 
3190930 電動代步車 輛 
3190940 全地形車(ATV) 輛 

3190950 
其他非公路運輸用車輛
(不含全地形車) 輛 

3190960 行李手推車 台 
3190970 手推嬰兒車 台 

3190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千元

32 家 具 製 造 業 適用從事家具及裝設
品製造之行業。 

3211010 木桌椅 件 
3211020 木製系統廚具 套 
3211090 其他木製家具及裝設品 千元
3211110 竹製家具及裝設品 千元
3211210 藤製家具及裝設品 千元

 
3219010 塑膠衣櫥 件 

3219090
其他塑膠製家具及裝設
品 千元

3219990
其他非金屬家具及裝設
品 千元

   
3220010 金屬桌椅 件 
3220020 金屬系統廚具 套 
3220030 金屬廚檯(含流理台) 組 
3220090 其他金屬家具 千元
3220110 金屬裝設品 千元

33 其他製造業 適用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
品製造之行業。 

3311005 籃球 只 
3311010 棒球 打 
3311015 鋁質網球拍 支 
3311020 木質網球拍 支 
3311025 碳纖維網球拍 支 
3311030 混合纖維網球拍 支 
3311035 網球 打 
3311040 羽球拍 支 
3311045 羽球 只 
3311090 其他球類體育用品 千元
3311190 田徑體育用品 千元

3311210
輪式、刀式溜冰鞋(含直
排輪鞋) 雙 

3311220 滑板車 台 
3311230 滑雪用品 千元
3311310 撞球用品 千元
3311320 保齡球用品 千元
3311330 釣魚用品 千元
3311910 高爾夫球 千元
3311920 高爾夫球桿與其他設備 千元
3311930 室內健身器材 千元
3311940 運動皮手套 打 

3311990
其他體育用品及其零配
件 千元

 
3312010 布製玩偶 千元
3312020 塑膠玩偶 千元
3312030 電動玩偶 千元
3312090 其他玩偶及其零配件 千元

3312110
電子遊樂器(不可更換遊
戲軟體) 台 

3312120 無線電遙控玩具 千元
3312210 塑膠吹氣玩具 千元

3312220 橡膠吹氣玩具 千元

3312310 兒童三輪車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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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330 嬰兒學步車 台 

3312390 
其他乘騎有輪玩具及其
零配件 千元

3312410 電動玩具及零配件 千元
3312910 室內外局戲用品 千元
3312990 其他玩具及其零配件 千元
  
3313010 鋼琴 台 
3313020 吉他 支 
3313030 管樂器 件 
3313040 敲擊樂器 件 
3313050 電子琴 台 
3313090 其他樂器及其零配件 千元
   
3314010 球鋒筆(原子筆) 打 
3314020 鉛筆 打 
3314030 彩色筆 打 
3314090 其他筆類 千元
3314990 其他文具 千元
   
3321010 一般眼鏡 支 
3321020 太陽眼鏡 千元
3321030 隱形眼鏡 片 
3321040 護目眼鏡 支 
3321050 矯正眼鏡片 千片
3321060 太陽眼鏡片 千片
3321090 其他眼鏡及其零配件 千元
   
3329905 水銀血壓計 台 
3329910 血糖機 台 
3329915 電子體溫計 支 
3329920 注射器 千元
3329925 點滴器或輸液幫浦 千支
3329930 聽診器 個 
3329935 機械式助行器 件 
3329940 醫療用手杖 支 
3329945 病床 張 
3329950 人工關節 千元
3329955 治療用呼吸器具 組 
3329960 非動力手術器械 千元
3329965 消毒器 台 
3329990 其他醫療器材及用品 千元
   

3391010 
珠寶及貴金屬首飾(含鑄
幣) 千元

3391020 金屬錶帶 千元
3391090 其他珠寶及金工製品 千元
   
3392010 拉鍊 千元
3392020 鈕扣(含扣具) 千元
   
3399010 冰塊(非食用) 公噸
3399110 水活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20 
雙軸延伸聚丙烯黏性膠
帶(OPP 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30 
軟性聚氯乙烯黏性膠帶
(SPVC 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40 聚酯黏性膠帶(PET 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50 紙類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60 黏著標籤(商標類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70 布類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80 雙面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90 其他黏性膠帶 千平方公尺
3399191 黏性膠帶加工 千元
3399905 人造花(含葉、果實) 千元
3399910 保溫容器 件 
3399915 聖誕裝飾品 千元
3399920 打火機 千只
3399925 羽毛製品 千元
3399930 傘 打 

3399935 
傘骨及傘零組件(傘面除
外) 千元

3399940 塑膠安全帽 頂 
3399990 其他未分類製品 千元

34 產業 用 機械 設備
維 修 及 安 裝 業

適用從事產業用機械
設備維修及安裝之行
業。 

3400010 鍋爐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020 
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維
修及安裝 千元

3400110 
其他發輸配電機械維修
及安裝 千元

3400120 
太陽能發電系統維修及
安裝 千元

3400190 
其他電力機械設備維修
及安裝 千元

3400210 切削工具機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220 成型工具機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230 動力手工具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240 
非傳統加工機械維修及
安裝 千元

3400290 
其他金屬加工機械維修
及安裝 千元

3400305 農藝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10 礦業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15 建築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20 
食品飲料機械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325 紡織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30 木工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35 造紙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40 印刷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45 化工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50 橡(塑)膠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55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備
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390 
其他專用機械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405 原動機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10 事務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15
污染防治設備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420 泵及壓縮機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25
液(氣)壓傳動零組件維修
及安裝 千元

3400430
機械傳動設備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435 包裝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40 輸送機械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45 飲用水設備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490
其他通用機械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510 船舶修理 千元

3400520 航空器維修 千元

3400590
其他運輸工具維修及安
裝(不含汽機車維修) 千元

3400910
科學量測器材維修及安
裝 千元

3400920 精密儀器維修及安裝 千元

3400930
電子醫學設備維修及安
裝 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