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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A 附錄 1: 供應短缺清單
暫時：依據 TPP 第 4.2.9 條，本協定生效起 5 年後，該等產品將自此供
應短缺清單移除。
項次

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最終用途條件（倘可適用）

1

稅號 6001.92 項下，100%聚酯，圓編針織
組織之壓縐平絨天鵝絨布料，每平方公尺
布重不超過 271 公克

2

稅號 5407.52 或 5407.61 項下，100%聚酯 適用於稅號 6203 或 6204 之
超細纖維斜紋梭織布，化學方式磨毛，每 長褲、短褲及裙子
平方公尺布重 170 – 237 公克

3

稅號 5407 項下，100%尼龍斜紋梭織布， 適用於稅號 6203.43 之男性
70 丹 尼 x160 丹 尼 ， 每 平 方 英 吋 紗 支 長褲，不具防水處理
155x90，每平方公尺布重 115 公克

4

稅號 6001 項下貼合布，由成分 82-88%尼 適用於稅號第 61 章之男性
龍 12-18%彈性紗之平紋梭織布，與 100% 與女性防水成衣
聚酯刷毛絨面底布貼合；每平方公尺布重
254-326 公克，具防水處理，依據美國紡
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
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5

稅號 5407 項下 100%聚酯多臂或府綢布 適用於稅號 6202.13 或
料；每平方公尺布重 67-78 公克，具防水 6202.93 之女性及女童防水
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絕緣外套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
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6

稅號 5206 項下非零售用棉紗，棉成分重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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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過 50%且包含重量至少 35%聚丙烯腈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成分，不包括單紗 67 公制支數(nm)或更細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支數，或多股紗每股 135 公制支數或更細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支數
7

稅號 54 及 55 章項下之短纖或長纖聚酯梭 適用稅號 6211.11 及 6211.12
織布，含 3%至 21%彈性紗，該彈性紗已 之梭織泳裝產品
具抗氯性

8

稅號 54 及 55 章項下之短纖或長纖聚酯梭 適用稅號 6211.11 及 6211.12
織布，具防水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 之梭織泳裝產品
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
透量

永久
項次
9

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稅號 5108.20 項下非零售用精梳喀什米爾
羊毛紗(羊絨紗)

10

稅號 5108.20 項下非零售用精梳駝絨毛紗

11

稅號 5108.10 項下非零售用梳毛喀什米爾
羊毛紗(羊絨紗)

12

稅號 5108.10 項下非零售用梳毛駝絨毛紗

13

稅號 5801.23 項下平絨布料

14

稅號 5801.22 項下棉製已切燈心絨布料，
棉成分重量在 85％及以上者

15

稅號 5111.11 或 5111.19 項下，依據英國哈
里斯毛料管理局規範並獲驗證之以小於
76 公分寬幅編製機手工編織而成之蘇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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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蘭特色毛呢布料
16

稅號 55 章項下梭織布料，每平方公尺布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產品
重不超過 340 公克，羊毛、安哥拉山羊毛、
羊絨或駝毛重量不超過 15%，且人造短纖
纖維重量不低於 15%

17

稅號 5112.90 項下精梳羊毛、安哥拉山羊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產品
毛、喀什米爾(羊絨)羊毛或駝毛梭織布，
且絲重量在 30%及以上者

18

稅號 5209.41 項下棉成分重量在 85%及以
上者，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240 公克之色
紗布料，不包括牛仔布(不包括具單紗 67
公制支數(nm)或更細支數，或多股紗每股
135 公制支數或更細支數之布料)

19

稅號 5408.21、5408.22、5408.31 或 5408.32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產品
項下再生長纖纖維之染色或白色梭織布
料

20

稅號 5801.26 及 5801.36 項下之雪尼爾布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產品
料

21

稅號 5903.20 項下 100%人造纖維梭織 適用稅號 4202.12、
布，塗佈聚氨酯(PU)600-1500 公厘，每平 4202.22、4202.32 及 4202.92
方公尺布重 92-475 公克

22

之紡織袋類產品

稅號 6001.92 項下 100%人纖針織布料(非 適用稅號 4202.12、
圈絨織物)，每平方公尺布重 107-375 公克 4202.22、4202.32 及 4202.92
之紡織袋類產品

23

稅號 6006.32 項下 100%染色人纖針織 適用稅號 4202.12、
布，非雙面針織或雙面布結構，每平方公 4202.22、4202.32 及 4202.9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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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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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尺布重 107-375 公克

之紡織袋類產品

稅號 6006.32 項下 100%

適用稅號 4202.12、

染色人纖針織布，非雙面針織或雙面布結 4202.22、4202.32 及 4202.92
構，貼合或塗佈聚氨酯(PU)，每平方公尺 之紡織袋類產品
布重 107-375 公克
25

稅號 5408 項下 100%嫘縈輕薄布料，每平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及配件
方公尺布重 68-153 公克

產品

Challis 是一種非常輕薄平紋織物
26

稅號 6001.91 圈絨布料，棉 70-83%及聚酯 適用第 61 章之成衣及配件
17-30%，每平方公尺布重 200-275 公克

27

產品

稅號 5509.99 項下非零售用尼龍短纖紗，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51-68%尼龍 33-47%嫘縈及 2-10%彈性纖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維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28

稅號 5515.99 項下梭織布料，以 51-68%非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及配件
零售用短纖尼龍，33-47%嫘縈及 2-10%彈 產品
性纖維製成

29

稅號 5509.99 項下非零售用尼龍短纖紗，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51-65%尼龍 35-49%嫘縈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30

稅號 5515.99 項下以非零售用 51-65%尼龍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及配件
短纖紗 35-49%嫘縈製成之梭織布

31

產品

稅號 5509.69 項下非零售用人纖短纖紗，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38-42%嫘縈，38-42%聚丙烯腈及 16-24%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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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聚酯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32

稅號 5515.99 項下以非零售用 38-42%嫘縈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及配件
38-42%聚丙烯腈及 16-24%聚酯製成之梭 產品
織布

33

稅號 5516.13 或 5516.23 項下嫘縈短纖緹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及配件
花梭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 375 公克或以 產品
下者

34

稅號 5515.13 項下至少 50%短纖聚酯混合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不低於 20%和不超過 49%梳毛羊毛梭織 性、女性及孩童外套，以及
布，且含最多 8%之其他成分，每平方公 稅後 6209.30 之嬰兒成衣類
尺布重介於 200-400 公克

35

似稅號 6201 及 6202 之成衣

稅號 5111 項下梳毛羊毛梭織布，以重量計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含梳毛羊毛不超過 50%，人纖及其他任何 性、女性及孩童外套，以及
成分纖維不低於 35%，每平方公尺布重介 稅號 6209.90 之嬰兒成衣類
於 200-400 公克

36

似稅號 6201 及 6202 之成衣

稅號 5515.99 項下不低於 50%短纖尼龍混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合介於 20%至 49%梳毛羊毛梭織布，且含 性、女性及孩童外套，以及
最多 8%之其他成分，每平方公尺布重介 稅號 6209.30 之嬰兒成衣類
於 200-400 公克

37

似稅號 6201 及 6202 之成衣

稅號 5515.22 項下至少 50%短纖聚丙烯腈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或改質聚丙烯腈混重量不低於 20%且不 性、女性及孩童外套，以及
超過 49%之梳毛羊毛梭織布，並含重量最 適用稅號 6209.30 之嬰兒成
多 8%之其他成分，每平方公尺布重介於 衣類似稅號 6201 及 6202 之
200-400 公克

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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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稅號 5407 項下 100%聚酯雪紡布料，每平
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170 公克。
雪紡布料是一種以細支、高撚合紗支織造
之平紋、輕質、透明布料；通常一正方布
料大約具相同數量之經密與緯密，以及經
緯紗支數量亦相同。

39

稅號 6001.10 項下針織人造毛皮(長絨毛布 適用第 61、62 及 63 章產品
料)，以重量計含 50%或以上之聚丙烯腈或
改質聚丙烯腈，以及最多 35%之聚酯製
成，不論其底布成分為何

40

稅號 6001.10 項下針織人造毛皮(長絨毛布 適用第 61、62 及 63 章產品
料)，以重量計含 50%或以上之醋酸纖維，
以及最多 35%之聚酯製成，不論其底布成
分為何

41

稅號 5212 項下棉梭織布，以重量計含歸 適用第 61、62 章成衣產品
屬 53 章之介於 35%至 49%植物纖維

42

稅號 5515 及 5516 項下短纖人纖梭織布， 適用第 61、62 章成衣產品
以重量計含歸屬 53 章之介於 35%至 49%
植物纖維

43

稅號 5212 項下棉梭織布，以重量計含歸 適用第 61、62 章成衣產品
屬 53 章不低於 30%之植物纖維，以及不
低於 5%之彈性纖維

44

稅號 5515 及 5516 項下人纖短纖梭織布， 適用第 61、62 章成衣產品
以重量計含歸屬 53 章不低於 30%之植物
纖維，以及不低於 5%之彈性纖維
6

此為翻譯內容，仍以存放機構紐西蘭公布之英文版本為準

項次
45

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9

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稅號 6004-6006 項下針織布，以重量計含 適用第 61 章成衣產品
51-65%人纖短纖，以及 53 章之 35-49%植
物纖維，並可含 5%或以上之彈性紗或橡
膠線

46

稅號 6004-6006 項下針織布，以重量計含 適用第 61 章成衣產品
51-65%棉，以及歸屬 53 章之 35-49%植物
纖維，並可含 5%或以上之彈性紗或橡膠
線

47

稅號 6004 項下針織布，以重量計含歸屬 適用第 61 章成衣及配件產
53 章之至少 30%植物纖維，以及最多 65% 品
之聚酯，並含 5%或以上之彈性紗或橡膠
線

48

稅號 6004 項下針織布，以重量計含歸屬 適用第 61 章成衣及配件產
53 章之至少 30%植物纖維，以及最多 65% 品
之棉，並含 5%或以上之彈性紗或橡膠線

49

稅號 5606.00 項下雪尼爾紗

適用稅號 6106、6109 及 6110
的女性及女孩貼身上衣

50

稅號 5515 項下彈性梭織布，含 51-65%聚 適用稅號 6203、6204 及 6209
酯/34-49%嫘縈/1-6%彈性紗，每平方公尺 之長褲、連兜吊帶褲、短
布重 180-300 公克

51

褲、裙子及褲裙產品

稅號 5311 項下彈性牛仔布，含 55-61%苧 適用稅號 6203、6204 及 6209
麻/23-29%棉/16-22%聚酯/1-3%彈性紗，漂 之長褲、連兜吊帶褲、短
洗前每平方公尺布重 272-400 公克或漂洗 褲、裙子及褲裙產品
後每平方公尺布重 222-400 公克

52

稅號 5407 項下 100%聚酯超細纖維緞紋布 適用稅號 6203、6204 及 620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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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料，化學方式磨毛，具紫外線防護係數 之短褲
(UPF)處理，每平方公尺布重 135-220 公克
53

稅號 5208 及 5210 項下之法蘭絨棉布，不
論是全棉或是含棉至少 60%，且含最多
40%聚酯，每平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200 公
克

54

稅號 5403.10、5403.31、5403.32 及 5403.41
項下非零售用黏液嫘縈再生纖維長纖紗

55

稅號 5502 項下黏液嫘縈長絲束

56

稅號 5503.30 及 5501.30 項下聚丙烯腈或
改質聚丙烯腈短纖維，未粗梳或精梳或其
他紡前加工；不包括原色或漂白纖維、生
產碳纖維之聚丙烯腈(PAN)前體，以及使
用於零售用聚丙烯腈紗之未染色纖維或
凝膠染色纖維

57

稅號 5504.10 項下黏液嫘縈短纖維，未粗
梳、精梳、或其他紡前加工

58

稅號 5506.30 及 5501.30 項下聚丙烯腈或
改質聚丙烯腈短纖維，未粗梳或精梳或其
他紡前加工；不包括原色或漂白纖維、生
產碳纖維之聚丙烯腈(PAN)前體，以及使
用於零售用聚丙烯腈紗之未染色纖維或
凝膠染色纖維

59

稅號 5208.41 及 5208.42 或 5208.43 項下之 適用第 62 章成衣產品。
法蘭絨棉布，含棉重量 85%或以上者，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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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色紗織成，每平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200 公
克
60

稅號 5206 項下非零售用棉紗，含介於 51% 適用第 61 及 62 章之成衣及
至 65%棉，以及介於 35%至 49%嫘縈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61

稅號 5407、5512、5903.20 及 5903.90 項 稅號 6201、6202、6203、
下防水透濕貼合 100％合成纖維梭織布， 6204、6210 之男士或男孩、
具 有 持 久 的 防 水 加 工 處 理 ； 具 通 過 女士或女孩大衣、附有頭巾
ISO-811 標準的 5,000 毫米靜水壓試驗功 之禦寒外套（包括滑雪夾
能 + 通過 ISO 11092 標準 濕阻抗測試 克）、擋風夾克及類似品；
(RET)透濕結果達阻力蒸發最大 60 級數； 男士或男孩、女士或女孩長
織物貼合一層無論是親水片或疏水聚氨 褲，非填充或保暖背心
酯(PU)膜或聚四氟乙烯膜(PTFE)之防水透
氣薄膜；具持久防水加工處理(DWR)。可
能含有作為內裡之第三層與防水薄膜貼
合

62

稅號 5407、5512、5903.20 及 5903.90 項 適用稅號 6216 運動用手套
下防水透濕貼合 100％合成纖維梭織布； 產品，不包括冰上曲棍球及
具持久防水加工處理(DWR)；通過 ISO 811 曲棍球手套
標準的 5,000 毫米靜水壓試驗功能 + 通
過 ISO 11092 標準 濕阻抗測試(RET)透濕
結果達阻力蒸發最大 60 級數；織物貼合
一層無論是親水片或疏水聚氨酯(PU)膜或
聚四氟乙烯膜(PTFE)之防水透氣薄膜；具
持久防水加工處理(DWR)。可能含有作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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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裡之第三層與防水薄膜貼合
63

稅號 5903.20、5903.90、6005、6006 項下 稅號 6101、6102、6103、
防水透濕貼合 100％合成纖維針織布；針 6104、6113 之男士、男孩、
織布具持久防水加工處理(DWR)；通過

女士、女孩大衣、附有頭巾

ISO 811 標準的 5,000 毫米靜水壓試驗功能 之禦寒外套、擋風夾克及類
+ 通過 ISO 11092 標準濕阻抗測試(RET)

似品；男士、男孩、女士、

透濕結果達阻力蒸發最大 60 級數；織物

女孩長褲

貼合一層無論是親水片或疏水聚氨酯(PU)
膜或聚四氟乙烯膜(PTFE)之防水透氣薄
膜；具持久防水加工處理(DWR)。可能含
有作為內裡之第三層與防水薄膜貼合
64

稅號 5903.20、5903.90、6005、6006 項下 稅號 6116 之手套產品
防水透濕貼合 100％合成纖維具持久防水
加工處理(DWR)針織布；通過 ISO 811 標
準的 5,000 毫米靜水壓試驗功能 + 通過
ISO 11092 標準濕阻抗測試(RET)透濕結
果達阻力蒸發最大 60 級數；織物貼合一
層無論是親水片或疏水聚氨酯(PU)膜或聚
四氟乙烯膜(PTFE)之防水透氣薄膜；具持
久防水加工處理(DWR)。可能含有作為內
裡之第三層與防水薄膜貼合

65

稅號 5512.19 項下平紋四面彈性梭織布， 適用第 62 章成衣產品
每平方公尺布重 135-200 公克，85-98%聚
酯 2-15%彈性紗

66

稅號 5208.21,、5208.22、5208.23、5208.29、 稅號 6205.20 之男士及男孩
5208.31 、 5208.32 、 5208.33 、 5208.39 、 正式襯衫產品；稅號 6206.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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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8.41 、 5208.42 、 5208.43 、 5208.49 、 女士及女孩花式襯衫產品
5210.21 、 5210.29 、 5210.31 、 5210.32 、
5210.39、5210.41 或 5210.49 項下棉梭織
布；漂白、染色或異色紗織成；每平方公
尺布重不超過 200 公克；單股紗 67 公制
支數或更細，或多股紗每股 135 公制支數
或更細(襯布材料除外)。
領口、袖口及前胸貼袋，可能是“相似”布
料。本節的“相似”布料必須符合上述標準
的布料結構及成分之布料，但其布料外層
顏色或和顏色圖案可不同。
襯衫及花式襯衫意指具接縫領片(無論是
否有鈕扣扣在襯衫上)，以鈕扣繫合全開
襟。若為長袖，需具鈕扣袖口或翻折袖
口，需具袖扣或其他繫合裝置。男士或男
孩襯衫須為長袖或短袖；女士或女孩襯衫
或花式襯衫可為長袖、短袖或無袖。襯衫
或花式襯衫僅能有一個前胸貼袋，其他口
袋不被允許。且不可有針織領、針織袖
口、針織束腰帶、或其他任何形式之繫緊
衣底。內裡不包括袖口、領子、門襟、抵
肩、口袋或刺繡所需之內襯或雙層布料。
襯衫及花式襯衫可有背部抵肩，但無前抵
肩。襯衫及花式襯衫適於穿著於西服套
裝、正式夾克或西裝內。刺繡標識圖案或
姓名縮寫可允許在胸前、前胸貼袋、領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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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袖口。
67

稅號 5516.14 項下 100%嫘縈印花梭織
布，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200 公克

68

稅 號 6001.22 項下 67-73%聚 丙 烯腈 及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27-33%黏液嫘縈之針織刷毛布，每平方公 套頭衫、刷毛衫、開襟式背
尺布重 200-280 公克

69

心及類似產品

稅號 6004 項下圓編針織布，含 31-37%聚 適用第 61 章之成衣產品
丙 烯 腈 /15-21% 黏 液 嫘 縈 /35-41% 聚 酯
/7-13%彈性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125-180
公克

70

稅號 6006.32 項下染色針織布，含 52-58%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尼龍/27-33%羊毛/12-18%聚丙烯腈

套頭衫、刷毛衫、套頭背心
及類似產品

71

稅號 6006.32 項下染色針織布，含 42-48%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尼龍/37-43%黏液嫘縈 /12-18%羊毛

套頭衫、刷毛衫、套頭背心
及類似產品

72

稅號 6006.32 項下染色針織布，含 41-47%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尼 龍 /18-24% 羊 毛 /18-24% 聚 丙 烯 腈 套頭衫、刷毛衫、套頭背心
及類似產品

/11-17%安格拉羊毛
73

稅號 6006.22 或 6006.32 項下染色針織 適用稅號 6110 之毛衣、套
布，含 50-56%棉/34-40%聚丙烯腈/7-13% 頭衫、刷毛衫、套頭背心及
聚酯

74

類似產品

稅號 6004 項下針織布，含 35-41%聚酯 適用第 61 章之成衣
/32-38% 聚 丙 烯 腈 /15-21% 黏 液 嫘 縈 及
6-11%彈性纖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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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號 5208.49、5209.49、5210.49 或 5211.49 適用第 62 章之成衣
項下異色紗織梭織緹花布，成分主重量為
棉

76

稅號 6006.22 項下染色針織布，含 51-60% 適用第 61 章之成衣
棉/30-40%嫘縈/4-10%尼龍

77

稅號 6006.42 項下嫘縈針織布，不含任何
阻燃嫘縈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125-225
公克

78

稅號 6005.32 項下拉舍爾經編布，人纖微 適用第 61 章之男士、男孩、
纖維(<1.0 dpf/小於 1.0 丹尼爾每細絲)，每 女士、女孩上衣、長褲及短
平方公尺布重 90-240 公克，以 zoned G 開 褲產品。
口。

本節之上衣，包括稅號 6105

Zoned G 開口意指，設計圖案具開口區域 及 6106 之襯衫與花式襯
(可能尺寸大小有異)，以及具不可見洞孔 衫；稅號 6109 之Ｔ恤衫、
之固定區域；洞孔不宜為線性條紋。

汗衫、無袖上衣及其他類似
成衣；稅號 6110 之套頭衫
及類似成衣、稅號 6114 之
上衣、其他成衣，以及其他
類似之成衣產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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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號 6006.22、6006.23、6006.24、6006.32、 適用第 61 章之男士、男孩、
6006.33 及 6006.34 項下圓編針織布，以三 女士、女孩上衣、長褲及短
種成分(5-60%聚酯/5-60%棉/35-90%嫘縈) 褲產品。
混合紗織成，每平方公尺布重最多 250 公 本節之上衣，包括稅號 6105
克

及 6106 之襯衫與花式襯
衫；稅號 6109 之Ｔ恤衫、
汗衫、無袖上衣及其他類似
成衣；稅號 6110 之套頭衫
及類似成衣、稅號 6114 之
上衣、其他成衣，以及其他
類似之成衣產品。

80

稅 號 5407.10 項 下 雙 層 織 造 布 料 ， 含 稅號 6201.93 之男士防水夾
66-72% 尼 龍 /19-25% 聚 酯 /6-12% 彈 性 纖 克產品
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200-250 公克，具防
水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
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
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81

稅號 5903、5407、5512 項下合成纖維透 適用第 62 章之男士、男孩、
氣防水塗佈梭織布，具持久防水加工處理 女士或女孩之外穿服飾，包
(DWR)；通過 ISO 811 標準的 5,000 毫米 括夾克及長褲，以及類似之
靜水壓試驗功能 + 通過 ISO 11092 標準 產品。
濕阻抗測試(RET)透濕結果達阻力蒸發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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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60 級數；具緊密縫合；具防水透氣塗
佈處理，具持久防水加工，可能含作為內
裡之第三層黏結塗層。產品之接縫處採密
封方式處理。成衣為高度結構。
82

稅號 5111.11 及 5111.19 項下 100%羊毛梭 適用稅號 6202.91 之女士防
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 285-315 公克，具 水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滑
防水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 雪夾克及類似之產品
會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
壓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83

稅號 6004.10、6005.31、6005.32、6005.41、 適用第 61 章之無縫合圓編
6005.42、6006.31、6006.32、6006.41 或 針織成衣，可能有微量縫合
6006.42 項下白色或染色身軀尺寸管狀人 處，但無側邊縫合
纖針織布，在緯帶區域插入彈性紗，具設
計圖形/壓縮/或圖案，用於以有限的成型
接縫完成成衣且無側邊縫合，每平方公尺
布重最多 250 公克

84

稅號 6004.10、6005.31、6005.32、6005.41 適用第 61 章之身軀尺寸無
或 6005.42 項下白色或染色雙層緹花拉舍 縫成衣，具設計圖形/壓縮/
爾經編針織布，人纖微纖維(<1.0 dpf/小於 圖案之成衣產品，可能有微
1.0 丹尼爾每細絲)

85

量縫合處，但無側邊縫合

稅號 5903、6001.10、6001.22、6001.92、 適用第 61 章之男士或男
6004.10、6005.32 及 6006.32 項下 1 或 2 孩、女士或女孩外穿服飾(包
層 針 織 布 結 合 防 水 或 透 氣 材 料 內 部 薄 括夾克及褲子)、擋風夾克及
膜，通過 ISO 811 標準的 5,000 毫米靜水 類似之成衣產品。
壓試驗功能 + 通過 ISO 11092 標準濕阻 使用人造複合纖維織物由 1
抗測試(RET)透濕結果達阻力蒸發最大 60 或 2 層針織布料，包夾具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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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具緊密縫合；具持久防水加工處 風/透氣/防水之薄膜；薄膜
理，具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由兩層針織布夾在中間，或
號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 黏合於單層布之背面。具持
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之防水處理。薄膜 久防水加工，通常被稱為
由兩層針織布夾在中間，或黏合於單層布 “軟殼”服飾，可帶帽。
之背面。
86

稅號 5407、6001、6004、6005 及 6006 項
下染色梭織或針織布，含不低於 5%之幅
寬不超過 5 公釐之回復反光紗(由縱切反
光膜製成)，每平方公尺布重最多 300 公克

87

稅號 6004.10、6006.21、6006.22 或 6006.24 適用稅號 6105、6106、
項下之針織布，含 51-70%棉/33-49%嫘縈 6109、6110 之上半身成衣產
/2-7%彈性紗，每平方公尺布重最多 275 品。
公克

88

稅號 5903.20 項下之 100%人纖梭織布，塗 適用稅號 4202.92 之背包產
佈 500-1500 公釐厚之聚氨酯(PU)，每平方 品
公尺布重 92-475 公克

89

稅號 5407 項下之平紋合成纖維布料，含 適用稅號 6203.43 及 6204.63
90-96%尼龍及 10-4%彈性纖維，每平方公 之男士、男孩、女士及女孩
尺布重 125-135 公克，具防水處理，依據 防水長褲，不含滑雪褲及單
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 板滑雪褲
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
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90

稅號 5407 項下之雙面織布料，含 47-53% 適用稅號 6203.43 之男士及
尼龍及 40-46%聚酯及 4-10%彈性纖維，每 男孩防水長褲，不含滑雪褲
平方公尺布重 270-280 公克，具防水處 及單板滑雪褲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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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
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91

稅號 5407 項下之雙面織布料，含 90-99% 適用稅號 6110.30 之男士、
聚酯及 10-1%彈性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男孩、女士及女孩，除毛
229-241 公克，具防水處理，依據美國紡 衣、套頭背心、刷毛衫之外
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 之成衣；以及適用稅號
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6201.93 之男士及男孩防水
1.0 公克滲透量

附有頭巾之禦寒外套及類
似成衣產品。

92

稅 號 5407.10 項 下 之 雙 面 織 布 料 ， 含 適用稅號 6203.43 之男士及
51-57%聚酯及 37-43%尼龍及 3-9%彈性纖 男孩防水長褲，不含滑雪褲
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215-225 公克，具防 及單板滑雪褲
水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
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
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93

稅號 5407 項下之 100%尼龍防撕裂梭織 適用稅號 6201.13 及 6202.13
布，每平方公尺布重 37-47 公克，具防水 之男士及女士防水保暖成
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衣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
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94

稅號 5407 項下之 100%聚酯平紋塔夫綢梭 適用稅號 6203.43 之男士及
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 53-63 公克，具防 男孩防水合成纖維保暖長
水處理，依據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 褲，不含滑雪褲及單板滑雪
第 35 號防水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 褲
下，兩分鐘內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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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短缺清單產品明細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9

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稅號 6004.10、6004.90 及 6005.34 項下， 適用稅號 6112.41 之女士或
印花經編聚酯或尼龍針織布，含介於 3% 女孩泳裝，以及適用稅號
至 21%彈性紗，此彈性紗以做過抗氯性處 6111.30 之嬰兒泳裝及防曬
理

96

衣

稅號 5509.31、5509.32、5509.61、5509.62 適用稅號 6105、6106、
及 5509.69 項下之聚丙烯腈及改質聚丙烯 6109、6110、6111 及 6114
腈非零售用之短纖紗

之上半身成衣，但排除稅號
6111 項下之嬰兒短襪及鞋
套，與稅號 6115 項下之襪
類產品

97

稅號 5512.29 項下之聚丙烯腈及改質聚丙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烯腈短纖梭織布

士、男孩、女士、女孩及嬰
兒之外穿成衣，以及適用稅
號 6209.30 之與稅號 6201 及
6202 成衣相似之嬰兒成衣

98

稅號 5516 項下漂白或染色緞紋或斜紋梭 適用第 62 章之梭織成衣
織布，含至少 60% lyocell 及最多 40%尼
龍、聚酯或彈性纖維，適用於第 62 章梭
織成衣用布，且不適用 NFPA 2112 或
ASTM 1506 防護標準

99

稅號 6006.32 項下染色針織布，含 57-63%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聚酯/27-33%羊毛/7-13%尼龍

套頭衫、刷毛衫、套頭背心
及類似之成衣產品

100

稅號 5212.22 或 5212.23 項下漂白或染色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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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用途之需求（如適用）

斜紋梭織布，含 52-58%棉及 42-48%亞
麻，每平方公尺布重 230-285 公克
101

稅號 5801.37 項下人造纖維絨布，已切經
線圈絨梭織布

102

稅號 5208.42 及 5208.52 項下棉質輕薄縐
條紋梭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等於或不超
過 200 公克，織造方法係以不同張力的兩
根經紗編織產生相互交錯皺紋效果造成
布料上的條紋圖案，不論是否以色紗織
成、印花或單色(不包括單紗 67 公制支數
(nm)或更細支數，或多股紗每股 135 公制
支數或更細支數製布料)

103

稅號 5210 和 5211 項下棉布，含 51%至 70% 適用稅號 6211.11、6211.12
棉及 30%至 49%尼龍，具防水處理，依據 之梭織泳裝
美國紡織化學及色料師協會第 35 號防水
測試方式，於 600 毫米水壓下，兩分鐘內
不超過 1.0 公克滲透量

104

稅號 5512.19 項下聚酯短纖維輕薄縐條紋
梭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等於或不超過
200 公克，織造方法係以不同張力的兩根
經紗編織產生相互交錯皺紋效果造成布
料上的條紋圖案，不論是否以色紗織成、
印花或單色

105

稅號 5209.21、5209.31、5209.39、5209.41、 適用稅號第 42 章之紡織旅
5209.51 及 5209.59 項下棉布；漂白、染色、 行用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
異色紗或印花，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2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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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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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克
106

稅號 5512 項下聚酯纖維超細纖維刷毛布

適用稅號第 42 章之紡織旅
行用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

107

稅號 5903.10 項下用聚氯乙烯浸漬、塗 適用稅號第 42 章之紡織旅
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布料，每平方公尺 行用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
布重超過 200 公克

108

稅號 5903.20 項下用聚胺基甲酸乙酯浸 適用稅號第 42 章之紡織旅
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棉布，每平方公 行用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
尺布重超過 200 公克

109

稅號 6004、6005 項下聚酯黏液彈性經編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針織布，含 38-40%聚酯，30-40%聚丙烯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腈，16-35%黏液及 3-9%彈性纖維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10

稅號 54 和 55 章項下人造纖維梭織布

適用稅號 4202.92 之食物或
飲料保溫袋

111

稅號 5516.91、5516.92、5516.93 或 5516.94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項下梭織布，含 60-75%嫘縈，30-35%尼
龍，及 1-5%彈性纖維；漂白、染色、印花
或異色紗，每平方公尺布重 200 -350 公克

112

稅號 5513.31 項下梭織布，含 62-68%聚酯 適用稅號 6205.30 之男用非
/32-38%棉，異色紗，紗支數高達 47/1， 正式細格紋襯衫
每平方公尺布重 125 -140 公克

113

稅號 5515.13、5515.22、5515.99、5516.32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及 5516.33 項下人造纖維/初梳羊毛混製布 用、男童用、女用及女童梭
料，含 51-64%人造短纖維/36-49%羊毛、 織大衣、駕車外套、披肩、
喀什米爾羊毛、或駝絨毛（或其任何組 斗蓬及類似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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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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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每平方公尺布重 357 至 485 公克
114

稅號 55 章項下梭織布，按重量計人造纖 適用稅號 6203 及 6204 之男
維含量最多達 85%，及精梳羊毛、安哥拉 用、女用、男童及女童用梭
羊毛、喀什米爾羊毛或駝絨毛重量不超過 織西裝式外套及褲子產品
15%，每平方公尺布重等於或不超過 200
公克

115

稅號 5111.30 項下初梳羊毛梭織布，含初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梳羊毛重量不超過 51%/20-49%人造短纖 用、男童用、女用及女童梭
維，每平方公尺布重高達 400 公克

織大衣、駕車外套、披肩、
斗蓬及類似品

116

稅號 5515.13 項下人造短纖纖維與初梳羊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毛 混 製 梭 織 布 ， 含 51-55% 聚 酯 短 纖 用、男童用、女用及女童梭
織大衣、駕車外套、披肩、

/45-49%初梳羊毛

斗蓬及類似品
117

稅號 5111.19 項下梭織布，含初梳羊毛重 適用稅號 6201 及 6202 之男
量不超過 90%/10%喀什米爾羊毛，非手工 用、男童用、女用及女童梭
織造，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340 公克

織大衣、駕車外套、披肩、
斗蓬及類似品

118

稅號 6004.10、6005.41、6005.42、6005.43、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5.44、6006.41、6006.42、6006.43 及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6006.44 項下針織布，含 50-84%嫘縈，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4-49%聚酯及 1-10%彈性纖維
119

稅號 6004.10、6005.31、6005.32、6005.33、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5.34、6006.31、6006.32、6006.33 及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6006.34 項下針織布，含 50-65%聚酯，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30-49%嫘縈及 1-10%彈性纖維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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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號 6004.10、6005.41、6005.42、6005.43、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5.44、6006.41、6006.42、6006.43 和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6006.44 項下針織布，含 90-99%嫘縈及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10%彈性纖維
121

稅號 6005.41、6005.42、6005.43、6005.44、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6.41、6006.42、6006.43 或 6006.44 項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下針織布，含 51-84%嫘縈及 16-49%聚酯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22

稅號 6005.31、6005.32、6005.33、6005.34、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6.31、6006.32、6006.33 或 6006.34 項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下針織布，含 51-65%聚酯及 35-49%嫘縈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23

稅號 6005.41、6005.42、6005.43、6005.44、 適用稅號第 61 章之成衣及
6006.41、6006.42、6006.43 及 6006.44 項 配件，但排除稅號 6111 項
下 100%嫘縈針織布

下之嬰兒短襪及鞋套，與稅
號 6115 項下之襪類產品

124

稅號 5408、5516 項下梭織布，含 50-84%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嫘縈/6-49%聚酯/1-10%彈性纖維，每平方
公尺布重低於 225 公克

125

稅號 5407、5512 或 5515 項下梭織布，含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50-65% 聚 酯 /34-49% 嫘 縈 /1-10% 彈 性 纖
維，每平方公尺布重低於 225 公克

126

稅號 5408、5516 項下梭織布，含 90-99%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嫘縈及 1-10%彈性纖維

127

稅號 5408、5516 項下梭織布，含 51-85%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嫘縈及 15-49%聚酯，每平方公尺布重低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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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公克
128

稅號 5407、5512 或 5515 項下梭織布，含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51-65%聚酯及 35-49%嫘縈，每平方公尺
布重低於 225 公克

129

稅號 5408 或 5516 項下 100%嫘縈梭織布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130

稅號 6004.10 和 6006.32 項下針織布，非 適用稅號 6105、6106、
經編針織布，含 43-46%聚酯/ 43-45% 嫘 6109、6110、6114 之上衣產
縈/5-9%亞麻/4-5%彈性纖維，每平方公尺 品
布重 125-250 公克

131

稅號 6004.10 和 6006.32 項下針織布，非 適用稅號 6105、6106、
經編針織布，含 30-36%嫘縈/19-35%聚丙 6109、6110、6114 之上衣產
烯腈 /27-33%聚酯/3-8%彈性纖維，每平方 品
公尺布重 125-250 公克

132

稅號 6004.10 和 6006.42 項下針織布，非 適用稅號 6105、6106、
經編針織布，含 46-52%嫘縈/23-29%萊賽 6109、6110、6114 之上衣產
爾/6-12%棉/3-8%彈性纖維，每平方公尺布 品
重 125-250 公克

133

稅號 6004.10 和 6006.42 項下粗節針織 適用稅號 6104、6105、
布，非經編針織布，含 92-98%嫘縈/2-3% 6106、6109、6110 或 6114
聚 酯 /2-5%彈 性 纖 維 ， 每 平 方 公 尺 布 重 之針織衫、襯衫；汗衫、背
150-200 公克

心式上衣及類似成衣；套頭
衫、刷毛衫、開襟式背心(套
頭背心)及類似品；上衣、洋
裝、裙子及褲裙產品

134

稅號 6004.10 或 6006.42 項下針織布，含 適用稅號 6105、6106、
44-50%萊賽爾/44-50%嫘縈/3-9%彈性纖 6109、6110、6114 之上衣產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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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每平方公尺布重 150-220 公克

品

稅號 6006.22 項下粗節針織布，含 51-65% 適用稅號 6105、6106、
棉/35-49%嫘縈，每平方公尺布重 120-225 6109、6110、6114 之上衣產
公克

136

品

稅號 5603 項下聚酯超細纖維麂皮，起毛
及黏合以化學方法處理，每平方公尺布重
125-250 公克

137

稅號 5309.29 項下梭織布，含 51-55%亞麻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45-49%棉，每平方公尺布重 120-225 公克

138

稅號 6001.10 和 6001.22 項下黏合長毛絨
針織布，每平方公尺布重 250-275 公克

139

稅號 5112.19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含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95-98%精梳染色羊毛，2-5%彈性纖維，經
向彈力最少 15%，或緯向彈力最少 15%，
每平方公尺布重 225-300 公克

140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含 15-50%精梳染色羊毛，15-50%聚酯，
2-5%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
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225-300
公克

141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稅號 6204 之女用和女
含 15-85%精梳染色羊毛，15-85%聚酯， 童用西裝、西裝式外套、洋
2-5%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 裝、裙子、褲子產品
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225-300
公克

142

稅號 5112.11 或 5112.19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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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含 92-98%精梳染色羊毛，2-6%彈性
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向彈力最
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公克
143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含 50%精梳染色羊毛，15-50%聚酯，2-6%
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向彈
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公
克

144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稅號 6204 之女用和女
含 15-85%精梳染色羊毛，15-85%聚酯， 童用成衣產品
2-6%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
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公克

145

稅號 5112.11 或 5112.19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布，含 94-98%精梳染色羊毛， 2-6%彈性
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向彈力最
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公克

146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含 15-50%精梳染色羊毛，15-50%聚酯，
2-6%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
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公克

147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彈性羊毛梭織布， 適用稅號 6204 之女用和女
含 15-85%精梳染色羊毛，15-85%聚酯， 童用成衣產品
2-6％彈性纖維，經向彈力最少 15%，或緯
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公尺布重 175-2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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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克
148

稅號 5112.11 或 5112.19 項下精梳和色織梭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織布，按重量計羊毛、安哥拉羊毛、喀什
米爾或駝絨毛含量不超過 97%，彈性纖維
含量不低於 3%，經向彈力最少 15%，或
緯 向 彈 力 最 少 15% ， 每 平 方 公 尺 布 重
175-275 公克

149

稅號 5112 或 5515 項下精梳和色織梭織 適用稅號 6204 之女用和女
布，以重量計羊毛、安哥拉羊毛、喀什米 童用西裝、西裝式外套、洋
爾 或 駝 絨 毛 含 量 15-85% ， 聚 酯 含 量 裝、裙子、褲子產品
15-85%，及 2-5%彈性纖維製，經向彈力
最少 15%，或緯向彈力最少 15%，每平方
公尺布重 175-275 公克

150

稅號 5208 項下棉質法蘭絨梭織布，單面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或雙面起毛，含棉重量在 85%及以上，每
平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200 公克

151

稅號 5516.92 項下染色梭織布，含 60-75%
嫘縈，30-35%尼龍，1-5%彈性纖維，每平
方公尺布重在 200-350 公克

152

稅號 5516.94 項下印花梭織布，含 60-75%
嫘縈，30-35%尼龍，1-5%彈性纖維，每平
方公尺布重在 200-350 公克

153

稅號 5516.93 項下異色紗織成之梭織布，
含 60-75%嫘縈，30-35%尼龍，1-5%彈性
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在 200-350 公克

154

稅號 5515.11 項下梭織布，含 53-65％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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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25-35%黏液嫘縈，15-20%羊毛，每平
方公尺布重在 150-300 公克
155

稅號第 50 章項下絲質纖維、紗線及布料，
但排除用於生產第 62 章章註所述之和服
或腰帶的布料

156

稅號第 53 章項下供紡織用除棉以外植物
纖維製纖維、紗線及布料

157

稅號 6004-6006 項下針織布，按重量計含 適用 61 章之成衣產品
絲量在 51%及以上

158

稅號 6004-6006 項下針織布，按重量計含 適用 61 章之成衣產品
亞麻量在 51%及以上

159

稅號第 50 章項下梭織布，按重量計含絲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量在 51%及以上

160

稅號第 53 章項下梭織布，按重量計含亞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麻量在 51%及以上

161

稅號 5402.31、5402.51、5402.61 項下尼龍
6 和尼龍 6.6 紗線，紗線細度在 11 丹尼以
下

162

稅號 5603.11 或 5603.12 項下熱粘合不織
布，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20 公克，但不
超過 40 公克

163

稅號 5603.12 項下紡粘不織布，每平方公
尺布重超過 30 公克，但不超過 55 公克

164

稅號 5603.11 或 5603.12 項下水刺不織
布，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20 公克，但不
超過 50 公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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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號 5603.13 或 5603.14 項下紡粘不織
布，烯烴製，每平方公尺布重超過 140 公
克，但不超過 165 公克

166

稅號 6006 項下針織布，含 64%萊賽爾/33% 適用 61 章之針織成衣產品
聚酯/3%彈性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不超
過 210 公克

167

稅號 6006 項下單面或雙面針織布，100% 適用 61 章之針織成衣產品
萊賽爾纖維，每平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250
公克，染色或印花

168

稅號 6004 項下單面或雙面彈性針織布， 適用 61 章之針織成衣產品
含 萊 賽 爾 纖 維 80%-95% ， 彈 性 纖 維
5%-20%，每平方公尺布重不超過 300 公
克，染色或印花

169

稅號 5804.21、5804.29、及 5804.30 項下 適用 61 及 62 章之女用和女
機器和手工製作的蕾絲

170

童用成衣產品

稅號 5512.21、5512.29 項下 100%聚丙烯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腈梭織布，平均紗支數超過 55 公制支數

171

稅號 5513.11、5513.21 項下平方構造的細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薄布，單股支數超過 76 公支，每平方公
尺布重不超過 100 公克

172

稅號 5510.11、5510.12、5510.30 項下紗
線，非供零售用，按重量計含嫘縈量在
50-85%及含棉量在 15% -50%

173

稅號 5403.33 項下再生纖維長纖紗(縫紉線
除外)，非供零售用，單股，醋酸纖維製

174

稅號 5510.90 項下再生纖維短纖紗，黏液 適用稅號 6110.11 之上衣產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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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縈含量在 65%及以上，尼龍含量最多高 品
達 35%
175

稅號 5112.90 項下梭織布，由精梳羊毛含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量不低於 51%，亞麻含量不低於 30%的紗
線製成

176

稅號 5512.30 項下梭織布，由精梳羊毛含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量不低於 51%，黏液嫘縈含量不低於 35%
的紗線製成

177

稅號 5408 項下梭織布，以黏液嫘縈纖維 適用 62 章之成衣產品
含量不低於 51%，精梳羊毛含量不低於
30%的紗線製成

178

稅號 5106.10 及 5107.10 項下初梳羊毛紗 適用稅號 6216 之羊毛梭織
及精梳羊毛紗

併指手套及露指手套，未以
塑膠或橡膠浸製、塗佈或覆
蓋者

179

稅號 6002-6006 項下針織布，含 30-40%聚 適用稅號 6109.90 之內衣產
酯、25-35%聚丙烯腈、30-40%嫘縈和 2-9% 品
的聚胺基甲酸乙酯

180

稅號 5108.10 及 5108.20 項下安哥拉羊毛
或安哥拉兔毛製紗線

181

稅號 5516.92 或 5516.94 項下梭織布，按
重量計含嫘縈 60-84%及含絲 16% -40%

182

稅號 5509.69 項下紗線(縫紉線除外)，非供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零售用，按重量計含聚丙烯腈超過 51%， 套頭衫，刷毛衫、開襟式背
不包括本白或漂白纖維

183

心(套頭背心)及類似品

稅號 5510.12 項下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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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縫紉線除外），非供零售用，按重量計 套頭衫，刷毛衫、開襟式背
含嫘縈 86% - 96%及含絲 4% -10%
184

心(套頭背心)及類似品

稅號稅號 6001.10、6001.22、6001.92、 適用稅號 6110.30 之毛衣，
6002、6003.30、6004、6005.31 至 6005.34 套頭衫，刷毛衫、開襟式背
及 6006.31 項下 100%聚丙烯針織布

心(套頭背心)及類似品

185

稅號 5404.12 項下合成纖維單絲

186

稅號 5510.12、5510.20、5510.30、5510.90 適用刺繡成衣
項下再生纖維短纖紗線（縫紉線除外），
非供零售用，多股（合股）或粗股紗

187

稅 號 5107.10 項 下 含 羊 毛 重 量 在 適用稅號 6110.11 之毛衣，
95%~100%之精梳羊毛紗線，平均纖維直 套頭衫，刷毛衫、開襟式背
徑為 19 微米或更小，含有重量最多高達 心(套頭背心)及類似品
5%的喀什米爾羊毛，安哥拉毛（包括兔
毛）
、駝絨毛、安哥拉羊毛或稅號 53 章項
下之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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