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實施輸入植物檢疫品目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附表

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帶殼甜扁桃仁，鮮或乾

Sweet almonds, in shell, fresh
0802 11 10 00 5
or dried

帶殼苦扁桃仁，鮮或乾

Bitter almonds, in shell, fresh
0802 11 20 00 3
or dried

去殼甜扁桃仁，鮮或乾

Sweet almonds, shelled, fresh
0802 12 10 00 4
or dried

去殼苦扁桃仁，鮮或乾

Bitter almonds, shelled, fresh
0802 12 20 00 2
or dried

鮮溫洲蜜柑

Satsumas, fresh

0805 21 10 10 8

乾溫洲蜜柑

Satsumas, dried

0805 21 10 20 6

鮮椪柑

Ponkan, Chinese honey orange
(or Nagpur suntara) ; Citrus
0805 21 90 10 1
reticulata Blanco (or Citrus
poonensis Hort.)

其他寬皮柑類，鮮或乾

Other mandarins, fresh or
d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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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5 21 90 90 4

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1.經乾燥或磨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dried or
ground .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鮮地中海早橘

Clementines, fresh

0805 22 00 10 9

乾地中海早橘

Clementines, dried

0805 22 00 20 7

螺柑及其他同類雜交果實 Wilkings and similar citrus
hybrids, fresh or dried
，鮮或乾

0805 29 00 00 4

吉林人參

Chie Lin ginseng

1211 20 10 00 7

高麗紅參、白參

Ginseng rubra and ginseng
alba radix (Korea)

1211 20 20 00 5

東洋紅參、白參

Ginseng rubra and ginseng
alba radix (Japan)

1211 20 30 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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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drie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drie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drie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貨 名

西洋參

沉香

排草

Description of Goods

American ginseng (Panacis
quinquefolii)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1211 20 40 00 1 drie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Chinese eaglewood
1211 90 12 00 0 dried.
(Aquilariae resinatum lignum)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ground or
Agastaches leaf (Agastaches
1211 90 18 00 4 dried.
folium)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26日貿服字
第1050153045號公告修
正。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乾榔椿除外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Other plants and parts of
for products ground or
其他新鮮、冷藏或冷凍藥 plants (including seeds and
dried,excluding dried
用植物及植物之一部分（ fruits), used
1211 90 91 91 4
betel nuts.
包括種子及果實），不論 for pharmacy, fresh, chilled or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是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 frozen, whether or not cut,
crushed or powdered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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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乾榔椿除外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Plants and parts of plants
for products ground or
香料用新鮮、冷藏或冷凍
(including seeds and fruits)
dried,excluding dried
植物及植物之一部分（包
used for perfumery, fresh,
1211 90 92 10 1
betel nuts.
括種子及果實），不論是
chilled or frozen , whether or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否已切割壓碎或製粉
not cut, crushed or powdered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1.經乾燥或製粉者免施
檢疫，乾榔椿除外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Plants and parts of plants
殺蟲用，殺菌用新鮮、冷
for products ground or
(including seeds and fruits),
藏或冷凍，植物及植物之
dried,excluding dried
used for insecticidal,
1211 90 93 10 0
一部分（包括種子及果
betel nuts.
fungicidal or similar purposes,
實），不論是否已切割壓
fresh, chilled or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碎或製粉
frozen, whether or not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甜杏核及仁

Sweet apricot stones and
kernels

苦杏核及仁

Bitter apricot stones and
kernels

1.經冷凍、加工乾燥或
製粉者免施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frozen, dried
1212 99 51 00 2 or groun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1.經冷凍、加工乾燥或
製粉者免施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frozen, dried
1212 99 52 00 1 or ground.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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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1.經冷凍、加工乾燥或
製粉者免施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frozen, dried
桃（包括油桃）或李之核 Peach (including nectarine) or
1212 99 80 00 7 or ground.
plum stones and kernels
及仁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修
正。

經調配之植物生長介質

1.未含有以植物為原料
之植物生長介質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lanting medium
without containing
Prepared plant growing media 3824 99 53 00 6
organic matter made from
plant.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加工土壤（以土壤為基料 Worked soils (based on soils ,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加熱處理未達攝氏800 heat-treated not exceeding 800 3824 99 99 70 7
1057037762號公告增
degree C)
度者）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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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針葉樹類蔓生植物藤莖及 Coniferous, vine stems and
tree root
樹根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1.屬中華民國輸出入貨
品分類表號列4401-4415
節厚度未超過6mm、經
高溫加壓方式膠合或經
油漆、染色劑、木焦油
或其他防腐處理者免施
檢疫。
Inspection is not required
for products (4401-4415)
made from wood less than
4401 11 00 10 2 6 mm in thickness,
created using glue, heat
and pressure or
combination method,
treated by paint or stain ,
reated by tar or other
preservatives.
2.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
第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其他針葉樹類薪材，呈圓 Other fuel wood, coniferous,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木段、木塊、木枝、木束 in logs, in billets, in twigs, in 4401 11 00 90 5
1057037762號公告增
faggotsor in similar forms
或類似形狀者
列。
非針葉樹類蔓生植物藤莖 Non-coniferous, vine stems
and tree root
及樹根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1 12 00 10 1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Other fuel wood, non其他非針葉樹類薪材，呈
coniferous, in logs, in billets,
圓木段、木塊、木枝、木
in twigs, infaggots or in
束或類似形狀者
similar form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1 12 00 90 4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樹皮，壓縮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1 39 00 11 9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Wood bark, agglom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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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Other sawdust and wood
其他鋸屑、廢材（料）及 waste and scrap,
殘屑材，壓縮成棍、塊、 agglomerated, in logs,
briquettes, pellets or similar
球或類似形狀者
forms
樹皮，未壓縮

其他鋸屑、廢材（料）及
殘屑材，未壓縮者

松類原木，任一橫斷面尺
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
粗鋸角材

其他松類原木，不論是否
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帝杉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鐵杉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雲杉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1 39 00 91 2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Wood bark, not agglomerated 4401 40 00 10 7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sawdust and woo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waste and scrap, not
4401 40 00 90 0
1057037762號公告增
agglomerated
列。
Pine wood in the rough, of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4403 21 00 00 0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7037762號公告增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列。
squar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pine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2 00 00 9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quared
列。
(Pseudotsuga spp.) wood in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3 00 10 6
or more, whether or not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列。
or roughly squared
(Tsuga spp.)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sectional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4403 23 00 20 4
1057037762號公告增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列。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Picea spp.) wood in the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4403 23 00 30 2
or more, whether or not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列。
or roughly squ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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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南洋杉類及貝殼杉類原木
，任一橫斷面尺寸在１５
公分或以上者，不論是否
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福杉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其他杉類及雲杉類原木，
任一橫斷面尺寸在１５公
分或以上者，不論是否去
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其他帝杉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其他鐵杉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其他雲杉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其他南洋杉類及貝殼杉類
原木，不論是否去皮、去
邊材或粗鋸角材

其他福杉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Araucaria & agathis spp.)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3 00 40 0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1057037762號公告增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列。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pp.)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Other fir and spruce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Pseudotsuga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Tsuga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Picea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Araucaria & agathis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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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3 00 50 7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3 00 90 9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10 5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20 3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30 1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40 9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50 6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其他杉類及雲杉類原木，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
粗鋸角
材

Other fir and spruce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Chamaecyparis spp.)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Thuja spp.)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Other coniferous wood in the
rough, of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chamaecyparis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Thuja spp.)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coniferous,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Malacca albizia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squared

檜木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側柏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或粗鋸角材

其他針葉樹類原木，任一
橫斷面尺寸在１５公分或
以上者，不論是否去皮、
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其他檜木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其他側柏類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其他針葉樹類原木，不論
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
角材
摩鹿加合歡原木，不論是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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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4 00 90 8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5 00 10 4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5 00 20 2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25 00 90 7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4403 26 00 10 3

4403 26 00 20 1

4403 26 00 90 6

4403 49 00 51 6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wood in the rough non其他非針葉樹類原木，不
coniferous, whether or not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49 00 59 8
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鋸角材
or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tropical wood in the
其他熱帶樹類原木，不論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49 00 90 9
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
of bark or sapwood, or
1057037762號公告修
角材
roughly squared
正。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ak wood in the rough,
橡木類原木，不論是否去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1 00 00 5
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1057037762號公告修
squared
正。
Beech wood in the rough, of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山毛櫸類原木，任一橫斷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面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4403 93 00 00 3
者，不論是否去皮、去邊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7037762號公告增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材或粗鋸角材
列。
squar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beech wood in the
其他山毛櫸類原木，不論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4 00 00 2
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
of bark or sapwood, or
1057037762號公告增
角材
roughly squared
列。
Birch wood in the rough, of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樺木類原木，任一橫斷面 which any cross-sectional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尺寸在１５公分或以上者 dimension is 15 cm or more,
4403 95 00 00 1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7037762號公告增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或粗鋸角材
列。
squar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birch wood in the
其他樺木類原木，不論是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6 00 00 0
否去皮、去邊材或粗鋸角
of bark or sapwood, or
1057037762號公告增
材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Poplar and aspen wood in the
楊樹類及白楊樹類原木，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7 00 00 9
不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
of bark or sapwood, or
1057037762號公告增
粗鋸角材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Eucalyptus wood in the rough,
桉樹類原木，不論是否去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of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8 00 00 8
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bark or sapwood, or roughly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quared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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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槭木類原木，不論是否去
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梣木類原木，不論是否去
皮、去邊材或粗鋸角材
其他非針葉樹類原木，不
論是否去皮、去邊材或粗
鋸角材
未經浸漬處理之針葉樹類
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未經浸漬處理之非針葉樹
類鐵道或電車道枕木
松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帝杉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否刨平、砂磨或指接，其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Maple (acer spp.)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stripp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9 00 20 3
of bark or sapwood, or
1057037762號公告增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Ash (fraxinus spp.)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9 00 30 1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r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ther non-coniferous wood in
the rough, whether or not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3 99 00 90 8
stripped of bark or sapwoo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r roughly squar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Railway or tramway sleepers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cross-ties) of coniferous
4406 11 00 00 9
1057037762號公告增
wood, not impregnated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Railway or tramway sleepers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cross-ties) of non-coniferous 4406 12 00 00 8
1057037762號公告增
wood, not impregnated
列。
Pine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11 00 00 8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列。
exceeding 6 mm
(Pseudotsuga spp.) wood sawn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4407 12 00 10 5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列。
mm

(Tsuga spp.) wood sawn or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鐵杉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4407 12 00 20 3
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列。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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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Picea spp.) wood sawn or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雲杉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4407 12 00 30 1
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列。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南洋杉類及貝殼杉類木材
，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
旋切，不論是否刨平、砂
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６
公厘者
福杉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其他杉類及雲杉類木材，
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
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
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６
公厘者
檜木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Araucaria & agathis spp.)
wood sawn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spp.) wood sawn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Other fir and spruce wood
sawn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Chamaecyparis spp.) wood
sawn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12 00 40 9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12 00 50 6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12 00 90 8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19 00 10 8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Thuja spp.) wood sawn or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側柏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4407 19 00 20 6
否刨平、砂磨或端接，其
1057037762號公告增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列。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其他針葉樹類木材，經縱
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
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或
端接，其厚度超過６公厘
者

Other coniferous wood sawn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4407 19 00 90 1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列。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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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Other tropical wood sawn or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其他熱帶樹類，經縱鋸或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4407 29 00 90 9
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Oak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橡木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1 00 00 1
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exceeding 6 mm
Beech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山毛櫸類木材，經縱鋸或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2 00 00 0
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exceeding 6 mm
Maple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槭木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3 00 00 9
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exceeding 6 mm
Cherry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櫻桃木類木材，經縱鋸或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縱削、平切或旋切，不論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4 00 00 8
是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exceeding 6 mm
Ash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梣木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5 00 00 7
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1057037762號公告修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正。
exceeding 6 mm
Birch wood sawn or chipped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樺木類木材，經縱鋸或縱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削、平切或旋切，不論是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4407 96 00 00 6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否經刨平、砂磨或端接，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其厚度超過６公厘者
列。
exceeding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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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名

Description of Goods

檢
中華民國輸出入
查
貨品分類表之號
號
列
碼
C C C Code
C

備註
Remarks

楊樹類及白楊樹類木材，
經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
切，不論是否經刨平、砂
磨或端接，其厚度超過６
公厘者

Poplar and aspen wood sawn
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97 00 00 5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1057037762號公告增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列。
mm

其他非針葉樹類木材，經
縱鋸或縱削、平切或旋切
，不論是否經刨平、砂磨
或端接，其厚度超過６公
厘者

Other non-coniferous wood
sawn or chipped lengthwise,
sliced or peeled, whether or
not planed, sanded or endjointed, of a thickness
exceeding 6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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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年12月30日貿服字第
4407 99 00 00 3
1057037762號公告增
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