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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年 1 月 01 日至 1 月 15 日涉及我國重要出口產品之 WTO/TBT 通知文件清單 
 

案

號 
通知文件編號 

通知會

員 
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列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1. 
G/TBT/N/USA/1459/
Add.1 

美國 
電力設施發電機組排放 Electric utility generating units 
emissions 
8501 -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工業局 

2. 

G/TBT/N/USA/1681/
Corr.1 

美國 

機動車測試程序 Motor vehicle test procedures 
8701 曳引車（不包括第 8709 節所列者） 
8702 供載客十人及以上（包括駕駛人）之機動車輛 
8703 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第 8702
節所列者除外），包括旅行車及賽車 
8704 載貨用機動車輛 
8705 特種機動車輛（如︰修護車、起重機車、救火車、

水泥攪拌車、道路清潔車、灑水車、機動工場車、放射

線車），但主要設計供載客或載貨者除外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交通部 

3. 

G/TBT/N/USA/1683/
Corr.1 

美國 

危險物質 Hazardous materials 
此次修正為更改前次公告 G/TBT/N/USA/1683(第 20 案)
中的實施日期。 
危險物質運送過程中使用之包裝與容器： 
392310 塑膠製箱子、盒子、籃子及類似品 
392321 乙烯聚合物製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體） 
392329 其他塑膠製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體） 
392330 塑膠製大瓶、瓶子、細頸瓶及類似品 
392390 其他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

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陶瓷工業同業公

會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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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510 裝貨用之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或類似容器；

繞纜用木軸 
481910 瓦楞紙或紙板製之箱、盒及匣 
481920 非瓦楞紙或紙板製之可折疊之箱、盒及匣 
481930 底邊寬度在 40 公分或以上之紙袋 
481940 其他紙袋，包括錐形者 
481950 其他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包裝

容器，包括唱片封套 
630510 黃麻製或第 5303 節之其他紡織靱皮纖維製包裝

用袋 
630520 棉製包裝用袋 
630532 人造纖維製可摺性中大型容器 
630533 其他，聚乙烯或聚丙烯扁條或類似品製包裝用袋

630539 其他人造纖維製包裝用袋 
630590 其他紡織材料製包裝用袋 
690911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瓷製品 
690912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製品，硬度相當於

莫氏硬度九或以上之物品 
690919 其他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69099090 其他陶瓷槽、桶、及類似之農業用容器；陶瓷

罐、缸及類似品，供搬運或包裝貨物用者 
701010 玻璃製安瓿 
701090 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及其他容器，

供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玻璃大瓶 
730900 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

製貯器、容槽、大桶及類似容器，其容量超過 300 公升，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金屬品冶製工

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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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31010 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

製容槽、箱、圓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其容量容量 50
公升及以上，不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

但無機械及熱力設備者 
731021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容量小於 50 公升者，

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力設備者 
731029 其他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

鋼鐵製容槽、箱、圓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其容量小

於 50 公升者，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力

設備者 (非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7311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761100 鋁製貯器、容槽、桶及類似容器供貯存任何材料

（不包括壓縮或液化氣），其容量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

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210 鋁製軟管容器，供盛裝任何材料（不包括壓縮或

液化氣）用者，其容量不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否經襯

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290 其他鋁製箱、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包括堅

固或可壓扁之管狀容器） (非軟管容器)，供盛裝任何材

料（不包括壓縮或液化氣）用者，其容量不超過 300 公

升，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3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860900 貨櫃（包括運送流體用貨櫃），具有特別設計及

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 
4. G/TBT/N/USA/1570/ 美國 甲醛排放控制 Manufactured home construction 台灣區金屬品冶製工 行政院環境保



4 
 

Add.1 此次修訂主要涉及品項包括： 
銘牌 Data Plate  
831000- 卑金屬製標示牌、名牌、地址牌及類似牌、數字、

字母及其他符號，屬第 9405 節者除外 
內部通道 Interior Passage、樓梯 Stairways、車庫 Factory 
Constructed or Site-Built Attached Garages、車棚 Factory 
Constructed or Site-Built Attached Carports  
730830- 鋼鐵製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761010- 鋁製門、窗及其框架及門檻 
煙霧警示器 Smoke Alarm 和一氧化碳偵測器 Carbon 
Monoxide Detectors  
853110 防盜器或火災警報器及類似器具，第 8512或 8530
節所列者除外 
凝結控制與蒸汽屏障 Condensation Control and Installation 
of Vapor Retarders  
3918- 成捲或磚形之塑膠製地面覆蓋物，不論是否為自粘

性；如本章註九定義之塑膠製牆或天花板覆蓋物 
3919- 塑膠製自粘性板、片、薄膜、箔、帶、條及其他平

面形狀，不論是否成捲者 
3920- 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非多孔性及未

經以其他物質加強、積層、支持或與其他物質類似結合

者 
3921- 其他塑膠板、片、薄膜、箔及扁條 
配水系統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s  
3917- 塑膠管及附件（例如接頭、肘管、凸緣） 
842121- 水過濾或淨化機具 

業同業公會 

台灣消防器材工業同

業公會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飲用水設備工

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氣體管工程工

業同業公會 

護署 

內政部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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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管線 Gas Piping Systems  
730410- 油、氣管線用管 
730411- 不銹鋼製油、氣管線用無縫管 
730419- 其他鋼鐵製（鑄鐵除外）油、氣管線用無縫管 (非
不銹鋼者) 
730511- 縱向潛弧焊接鋼鐵油、氣管線用管，具圓橫斷

面，其外徑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512- 其他縱向焊接鋼鐵油、氣管線用管，具圓橫斷

面，其外徑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519- 其他油、氣管線用鋼鐵管，具圓橫斷面，其外徑

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610- 油、氣管線用管 
730611- 不銹鋼製油、氣管線用焊接管 
730619- 其他鋼鐵製油、氣管線用管 (非不銹鋼焊接者) 
空氣循環系統 Venting, Ventilation, and Combustion Air  
842131- 內燃機用進氣過濾器 
842139- 其他氣體過濾或淨化機具 (非內燃機用進氣過

濾器) 
交通運輸系統特別要求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Designing the Transportations System  
新增檢查要求，似無涉及產品 

5. 

G/TBT/N/USA/1597/
Add.1 

美國 

電視頻寬中未許可之空白空間設備 Unlicensed white 
space devices 
8525 -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不論是否裝有接

收或錄或放音器具者；電視攝影機；數位相機及影像攝

錄機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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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560 - 具有接收器具之傳輸器具  
6. 

G/TBT/N/USA/1624/
Add.1 

美國 

管道安全 Gas pipeline safety 
730411 不銹鋼製油、氣管線用無縫管 
730419 其他鋼鐵製（鑄鐵除外）油、氣管線用無縫管 (非
不銹鋼者) 
730511 縱向潛弧焊接鋼鐵油、氣管線用管，具圓橫斷面，

其外徑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512 其他縱向焊接鋼鐵油、氣管線用管，具圓橫斷

面，其外徑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519 其他油、氣管線用鋼鐵管，具圓橫斷面，其外徑

超過 406.4 公釐者 
730611 不銹鋼製油、氣管線用焊接管 
730619 其他鋼鐵製油、氣管線用管 (非不銹鋼焊接者)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1090601-0615回復

無影響 

經濟部工業局 

7. 

G/TBT/N/USA/1640/A
dd.2 

美國 

飛機和飛機引擎 Airplane emissions 
880230 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量超過 2000 公斤，但

不超過 15000 公斤者 
880240 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量超過 15000 公斤者 
840710 航空用引擎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

公會 
1090816-0831 回復無

影響 

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 

8. 

G/TBT/N/USA/1690 美國 

射頻設備 Radiofrequency (RF) devices 
主要涉及 Personal Radio Services 
無線電通訊設備（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8517 電話機，包括蜂巢式網路或其他無線網路電話；其

他傳輸或接收聲音、圖像或其他資料之器具，包括有線

或無線網路（如區域或廣域網路）之通訊器具，但不包

括第 8443，8525，8527 或 8528 節之傳輸或接收器具 
852550 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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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560 具有接收器具之無線電廣播或電視之傳輸器具 
8526 雷達器具、無線電導航器具及無線電遙控器具 
8527 無線電廣播接收器具，不論是否併裝有錄或放音器

具或計時器者 
9. 

G/TBT/N/USA/1691 美國 
消費品揭露警語 Consumer product exposure warnings(美
國加州) 
所有產品 01-97 

涉及產品種類甚多，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發

所屬公會 

衛生福利部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10. 
G/TBT/N/USA/1639/A
dd.3/Corr.1 

美國 

蓮蓬頭 Showerheads 
84818090 其他第 8481 節所屬之貨品(含蓮蓬頭) 
3924900090 其他塑膠製家庭用製品及衛生保健或盥洗用

具(含蓮蓬頭)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1090931-1015 回復無

影響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11. 
G/TBT/N/USA/418/Ad
d.2 

美國 
摩托車 Motorcycles  (HS: 8711, ICS 43.040, 43.140) 
8711 -機器腳踏車（包括機器腳踏兩用車）及腳踏車裝有

輔助動力者（有無邊車者均在內）；邊車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12. 
G/TBT/N/USA/1082/A
dd.1 

美國 
機動車 Motor vehicles 
8703 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第 8702
節所列者除外），包括旅行車及賽車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13. 
G/TBT/N/USA/507/Ad
d.3 

美國 

側邊碰撞保護、拋出緩衝 Ejection mitigation (ICS 43.020, 
43.040) 
8703 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第 8702
節所列者除外），包括旅行車及賽車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14. 
G/TBT/N/USA/57/Add.
5 

美國 
機動車安全 Motor Vehicle Safety  (HS Chapter 8703)  
(ICS 43.020 and 43.040) 
8703 -小客車及其他主要設計供載客之機動車輛（第 8702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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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所列者除外），包括旅行車及賽車  
15. 

G/TBT/N/USA/1170/A
dd.1 

美國 

含危險物質氣瓶及液態儲存設備 Cylinders containing 
hazardous materials 
7311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74199911 銅製貯藏壓縮或液化氣體之容器 
7613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高壓氣體公會 

臺灣鋼鐵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金屬品冶製工

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16. 
G/TBT/N/USA/1481/A
dd.2 

美國 
小型電動車和電動車測試程序 Small electric motors and 
electric motors 
8501 - 電動機及發電機（發電機組除外）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17. 

G/TBT/N/USA/1684 美國 

商用車後方防撞設備 Motor vehicle parts and accessories 
851230 音響信號設備（供停車時預防碰撞障礙物用之偵

測設備） 
870810 第 8701 至 8705 節機動車輛所用之保險槓及其零

件 

台灣區車輛工業同業

公會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18. 

G/TBT/N/JPN/683 日本 

藥品和醫療器材 Pharmaceuticals and medical devices 
30 -醫藥品 
90 - 光學、照相、電影、計量、檢查、精密、內科或外

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零件及附件  

醫療器材公會 衛生福利部 

經濟部工業局 

 

19. 

G/TBT/N/KOR/937 韓國 

包裝材料和包裝方法 Packaging material and packaging 
method 
韓國針對產品之包裝材料與包裝方法進行修法，要求產

品製造商應檢查產品使用之包裝材料與方法，且應將檢

查結果標示於包裝外，並訂有違反之處罰規定。主要涉

及品項為加工食品、飲料及酒精飲料、甜食、健康機能

食品、化妝品（包括香水）、洗滌劑、玩具娃娃、文具、

雜項物品、準藥物、服裝、電子產品（限於重量小於 300

涉及產品種類甚多，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發

所屬公會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衛生福利部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二組、

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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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的便攜式產品：車載充電器，電纜，耳機/耳機，鼠標，

短距離無線通信（藍牙）揚聲器）等。 
法規原文：

https://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21/TBT/KOR/21
_0106_00_x.pdf； 
자 원 의  절 약 과  재 활 용 촉 진 에  관 한  법 률  시 행 령  實施

細則第 7 條 
加工食品和工業產品 15-97 

20. 

G/TBT/N/USA/1683 美國 

危險物質 Hazardous materials(第 2 案之原始通知) 
美國針對危險物質運送訂定相關法規範，以及運送危險

物質之前置作業，包含是否適當分類、包裝、描述、標

示等有相關規定。另外，並針對運送危險物質過程中使

用之包裝與容器，定有規格之要求。 
法規原文：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0-12-21/pdf/20
20-23353.pdf 
危險物質運送過程中使用之包裝與容器： 
392310 塑膠製箱子、盒子、籃子及類似品 
392321 乙烯聚合物製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體） 
392329 其他塑膠製大袋子及袋子（包括錐體） 
392330 塑膠製大瓶、瓶子、細頸瓶及類似品 
392390 其他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441510 裝貨用之木箱、木盒、條板箱、木桶或類似容器；

繞纜用木軸 
481910 瓦楞紙或紙板製之箱、盒及匣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同業公會 

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

工業同業公會 

臺灣陶瓷工業同業公

會 

台灣區玻璃工業同業

公會 

台灣區金屬品冶製工

業同業公會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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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920 非瓦楞紙或紙板製之可折疊之箱、盒及匣 
481930 底邊寬度在 40 公分或以上之紙袋 
481940 其他紙袋，包括錐形者 
481950 其他紙、紙板、纖維素胎或纖維素紙所製之包裝

容器，包括唱片封套 
630510 黃麻製或第 5303 節之其他紡織靱皮纖維製包裝

用袋 
630520 棉製包裝用袋 
630532 人造纖維製可摺性中大型容器 
630533 其他，聚乙烯或聚丙烯扁條或類似品製包裝用袋

630539 其他人造纖維製包裝用袋 
630590 其他紡織材料製包裝用袋 
690911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瓷製品 
690912 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製品，硬度相當於

莫氏硬度九或以上之物品 
690919 其他實驗室、化學或其他工業用陶瓷製品 
69099090 其他陶瓷槽、桶、及類似之農業用容器；陶瓷

罐、缸及類似品，供搬運或包裝貨物用者 
701010 玻璃製安瓿 
701090 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及其他容器，

供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玻璃大瓶 
730900 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

製貯器、容槽、大桶及類似容器，其容量超過 300 公升，

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31010 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鋼鐵

製容槽、箱、圓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其容量容量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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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升及以上，不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

但無機械及熱力設備者 
731021 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容量小於 50 公升者，

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力設備者 
731029 其他貯藏任何材料（壓縮或液化氣體除外）用之

鋼鐵製容槽、箱、圓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其容量小

於 50 公升者，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及熱力

設備者 (非經軟焊或摺邊密封之罐) 
7311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鋼鐵製容器 
761100 鋁製貯器、容槽、桶及類似容器供貯存任何材料

（不包括壓縮或液化氣），其容量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

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210 鋁製軟管容器，供盛裝任何材料（不包括壓縮或

液化氣）用者，其容量不超過 300 公升，不論是否經襯

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290 其他鋁製箱、桶、罐、盒、及類似容器（包括堅

固或可壓扁之管狀容器） (非軟管容器)，供盛裝任何材

料（不包括壓縮或液化氣）用者，其容量不超過 300 公

升，不論是否經襯裏或隔熱，但無機械或熱力設備者 
761300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860900 貨櫃（包括運送流體用貨櫃），具有特別設計及

裝備，可供一種或多種運輸方式運送者 
21. G/TBT/N/USA/1512/A

dd.2 
美國 持久性、生物累積性及毒性化學物質 

Persistent, bioaccumulative and toxic chemicals 
此次修訂涉及下列五項化學物質： 
(1) 2,4,6-tris(tert-butyl)phenol (2,4,6- TTBP)*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

公會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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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cabromodiphenyl Ether (DecaBDE) 
(3) Hexachlorobutadiene (HCBD) 
(4) Pentachlorothiophenol (PCTP) 
(5) Phenol, Isopropylated Phosphate (3:1) (PIP 3:1) 
重要化學品之大宗用途: 
2,4,6-tris(tert-butyl)phenol (2,4,6- TTBP)主要用於汽油燃

油添加劑(抗氧化劑、穩定劑) 
22. G/TBT/N/USA/1687  美國 N-甲基-2-吡咯烷酮 n-Methylpyrrolidone (NMP)* 

重要化學品之大宗用途: 
1. N-甲基-2-吡咯烷酮(NMP) 是用於半導體去光阻常用

的特用化學品 
2.彩色濾光片清洗 
3.萃取劑（乙炔、BTX、丁二烯） 
4.合成樹脂表面塗料溶劑 

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

公會 
台灣半導體協會

(TSIA) 
台灣顯示器產業聯合

總會(TDUA) 

行政院環境保

護署 

經濟部工業局 

*對臺灣有生產/利用之重要化學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