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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6月 16日至 6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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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Rev.1 
美國 

重型引擎和車輛 Heavy-duty engines and vehicles 

 

8407 往復式或旋轉式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8408 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或半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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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７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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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經濟部工業局 

 

2 
G/TBT/N/USA/1620/

Rev.1/Add.1 
美國 

重型引擎和車輛 Heavy-duty engines and vehicles 

 

8407 往復式或旋轉式火花點火內燃活塞引擎 

8408 壓縮點火內燃活塞引擎（柴油或半柴油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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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７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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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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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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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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TBT/N/EU/808 歐盟 

電機電子設備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歐盟執委會公布授權指令草案，基於科學與技術進展修

訂歐盟第 2011/65/EU號指定（RoHS 2）有關特定化學物

質限制之暫時豁免申請。此項通知文件涉及產品為使用

含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鄰苯二甲酸二

丁酯（DBP）、鄰苯二甲酸二異丁酯（DIBP）等化學物質

之醫療器材維修翻新用備品。 

 

歐盟指令草案主要涉及電子電機類醫療器材，研究團隊

自調和後之衛福部、經濟部工業局共同認定之醫材範圍，

以及 WTO 與食藥署判定和 COVID-19 有關的防疫產品

中，篩選有關之醫療設備及用品（可進一步分為醫學影像

裝置、手術與治療用醫療器材、物理治療器具、呼吸與麻

醉用器具、檢驗設備、其他體外診斷醫療器材等產品） 

841920 內、外科或實驗室用消毒器 

842119 離心機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

工業同業公會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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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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630 水下、航空測量、外科檢查等特種照相機 

901110 立體顯微鏡 

901180 其他複式光學顯微鏡 

901320 雷射，雷射二極體除外 

901811 心電圖計 

901812 超音波掃瞄器具 

901813 磁性共振影像器具 

901814 閃爍描繪器 

901819 其他電氣診斷器具（包括功能探測診斷用或生理

探測用器具） 

901820 紫外線或紅外線器具 

901831 注射筒，不論附有針與否 

901839 其他導管、套管及類似品 

901841 鑽牙機 

901849 其他牙科用其他儀器及用具 (非鑽牙機) 

901850 其他眼科儀器及用具 

901890 其他內科、外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 

901910 機械治療用具、理療按摩器具、心理性向測驗器

具 

901920 臭氧治療器、氧氣治療器、噴霧治療器、人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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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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器或其他治療用呼吸器具 

902140 助聽器，不包括零件及附件 

902150 心律調整器，不包括零件及附件 

902212 電腦斷層攝影器具 

902213 其他Ｘ光射線器具，供牙科用者 

902214 其他Ｘ光射線器具，供內科、外科或獸醫用 

902219 其他Ｘ光射線器具，供其他用途 

902221 醫用 α、β、γ射線的應用設備 

902229 其他 α、β、γ射線的應用設備 

902230 Ｘ光管 

902290 其他Ｘ光產生器、高壓發生器、控制面板及控制

檯、銀幕、檢驗台、椅及類似品，包括零件及附件 

902720 層析及電泳儀器 

902780 其他第 9027節所屬貨品，如曝光計、熱量計、測

音器、血糖計 

903010 離子輻射線用之儀器及器具 

903020 示波器及波形記錄器，不包括第 9028 節之計量

器 

4 G/TBT/N/EU/809 歐盟 
電機電子設備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歐盟執委會公布授權指令草案，基於科學與技術進展而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

工業同業公會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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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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歐盟第 2011/65/EU號指令（RoHS 2）有關特定化

學物質限制之暫時豁免申請。此項通知文件涉及產品為

使用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之分析人體

體液或透析的離子選擇電極。 

 

84212990 其他液體過濾或淨化機具（含一次性血液透

析器） 

901890 其他內科、外科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含血液

透析） 

902780 其他第 9027節所屬貨品，如曝光計、熱量計、

測音器、血糖計、血液分析儀或血球計數器 

經濟部工業局 

5 G/TBT/N/EU/810 歐盟 

電機電子設備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歐盟執委會公布授權指令草案，基於科學及技術進展而

修訂歐盟第 2011/65/EU號指令（RoHS 2）有關特定化

學物質限制之暫時豁免申請。此項通知文件主要涉及使

用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之核磁共振

（MRI）檢測器線圈。 

 

901813 磁性共振影像器具 

90189090 其他第９０１８節所屬貨品之零件及附件 

台灣醫療暨生技器材

工業同業公會 

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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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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TBT/N/USA/1727/

Add.2 
美國 

寬頻與手機服務、無線通訊 Broadband and mobile 

services, wireless telecommunications 

聯邦通訊委員會同意延長評論期限至 2021年 7月 7

日，涉及範圍與 G/TBT/N/USA/1727/Add.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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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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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 

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經濟部工業局 

7 G/TBT/N/USA/1742 美國 

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 Perfluoroalkyl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根據《毒性物質控制法》

（TSCA）擬議有關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質（PFAS）之

報告紀錄要求，並尋求公眾意見。 

 

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

同業公會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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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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8化學或有關工業產品 

8 G/TBT/N/KOR/981 韓國 

消費者化學品和殺生物劑 Consumer chemical products 

and biocides 

韓國頒布《消費化學品及殺生物劑安全法》(Act on 

Consumer Chemical Products and Biocides Safety)執行細

則之修正法案，主要針對消費者化學產品之安全檢查增

加額外數據要求，同時加強有關殺生物劑之安全容器與

包裝標準等規定。 

 

28 無機化學品 

29 有機化學產品 

3808 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

物生長調節劑、消毒劑及類似產品，已定型或包裝供零

售用，或調製品或成品 

化學物質包裝容器： 

3923 塑膠製供輸送或包裝貨物之製品；塑膠製瓶塞、

蓋子及其他栓塞體 

7010 玻璃製大瓶、細頸瓶、壺、小藥瓶、安瓿及其他

容器，供運輸或包裝貨物用者；保藏用玻璃大瓶；玻璃

製塞或蓋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

業公會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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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 

經濟部工業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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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 實驗室、衛生或醫療用之玻璃器，已否刻度或校

正者均在內 

7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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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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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容量不超過

300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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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99919 其他銅製貯器、容槽、桶及類似容器 

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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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2 鋁製箱、桶、罐、盒、及類似容器（包括堅固或

可壓扁之管狀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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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13 供貯存壓縮或液化氣體用之鋁製容器 

9 G/TBT/N/JPN/702 日本 

建築用多聯空調 Among multi-air conditioners for 

buildings (separate type with a structure in which two or 

more indoor units are connected to one outdoor unit, and the 

air temperature or humidity can be adjusted for each indoor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

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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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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other than the following. 1) Shipped on the premise of 

using the existing refrigerant piping 2) Equipped with the 

structure required for refrigerant diversion in order to use 

cooling and heating at the same time. 3) Equipped with a 

function to suppress a decrease in heating capacity when the 

outside air temperature is low 4) A structure that uses water 

as a heat source 5) A structure with a dedicated heat storage 

tank for storing heat for cooling or cooling/heating 

HS:8415.10 

 

841510自足式或分離式系統，設計固定於窗、壁、天花

板或地板者 

10 G/TBT/N/KOR/980 韓國 

化學物質和聚合物 Chemical substances, and polymers 

韓國修正《化學物質註冊與評估法》執行細則中有關化

學品進口登記及進出口資訊要求等規定。 

 

28 無機化學品 

29 有機化學產品 

3808 殺蟲劑、殺鼠劑、殺菌劑、除草劑、抑芽劑、植

台灣植物保護工業同

業公會 

 

 

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毒物及化

學物質局 

經濟部工業局 

 

javascript:queryAll('841510')
javascript:queryAll('8415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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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生長調節劑、消毒劑及類似產品，已定型或包裝供零

售用，或調製品或成品者 

11 G/TBT/N/VNM/193 越南 

一般商品 Product and goods in general 

越南公布政府法令草案對第 74/2018/ND-CP號政府法令

進行修正，以修訂越南《產品和商品品質法》與《計量

法》規範。 

 

01-97所有產品 (但排除對再出口、轉運貨品，以及未包

裝之食品、燃料、原料、建築材料、石油等貨品的適用) 

涉及產品種類甚多，

請全國工業總會轉發

所屬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第四組) 

12 
G/TBT/N/USA/1189/

Rev.1/Add.2 
美國 

大型冷藏庫及冷凍庫 Walk-in coolers and walk-in freezers 

 

8418 冷藏機、冷凍機及其他冷藏或冷凍設備，使用電

力或其他能源者；熱力泵，第８４１５節之空氣調節器

除外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

工業同業公會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第三組) 

※註：TBT通知文件篩選條件如下: 

(一)國家：我國重要出口 14國（中國大陸、美國、歐盟、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澳洲、印度、印尼、墨西
哥及英國） 

(二)產品：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HS 2位碼）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30%之品項（HS 6位碼）。 

(三)篩出對我國出口可能有影響者：涉及產品占我國出口該國比重或該國占我國該等產品出口比重≧5%。 

(四)另化學品通知文件中，涉及台灣有生產或利用相關化學品者。 

   *對臺灣有生產/利用之重要化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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