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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係為本局於本簡報係為本局於本簡報係為本局於本簡報係為本局於7月月月月2、、、、10、、、、17、、、、22、、、、
25日於台中日於台中日於台中日於台中、、、、台南台南台南台南、、、、高雄高雄高雄高雄、、、、台北所舉台北所舉台北所舉台北所舉
辦之商標代理人訓練的講習課程資料辦之商標代理人訓練的講習課程資料辦之商標代理人訓練的講習課程資料辦之商標代理人訓練的講習課程資料，，，，
已更新並修正部分內容已更新並修正部分內容已更新並修正部分內容已更新並修正部分內容。。。。惟部分講授惟部分講授惟部分講授惟部分講授
課程補充的案例因尚未確定課程補充的案例因尚未確定課程補充的案例因尚未確定課程補充的案例因尚未確定，，，，恐有爭恐有爭恐有爭恐有爭
議議議議，，，，僅係配合講解內容需要僅係配合講解內容需要僅係配合講解內容需要僅係配合講解內容需要，，，，補充實補充實補充實補充實
務上審查觀點及考量判斷因素務上審查觀點及考量判斷因素務上審查觀點及考量判斷因素務上審查觀點及考量判斷因素，，，，以加以加以加以加
強學員記憶強學員記憶強學員記憶強學員記憶，，，，避免誤用避免誤用避免誤用避免誤用，，，，故未列為簡故未列為簡故未列為簡故未列為簡
報參考資料報參考資料報參考資料報參考資料。。。。



3

簡簡簡簡報報報報大大大大綱綱綱綱

一一一一、、、、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

二二二二、、、、第第第第1111～～～～34343434類商品略說類商品略說類商品略說類商品略說

三三三三、、、、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

四四四四、、、、第第第第35353535～～～～45454545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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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淺談商品尼斯分類

最新版最新版最新版最新版：：：：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6666月第九版公布月第九版公布月第九版公布月第九版公布，，，，並於並於並於並於
2007200720072007年年年年1111月月月月1111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WipoWipoWipoWipo網址如下網址如下網址如下網址如下：：：：

智慧局尼斯智慧局尼斯智慧局尼斯智慧局尼斯8888版版版版((((完整版完整版完整版完整版))))及及及及9999版修訂資料版修訂資料版修訂資料版修訂資料
http://wwwhttp://wwwhttp://wwwhttp://www.tipo.gov.tipo.gov.tipo.gov.tipo.gov.tw/trademark/trademark_bulletin/trade.tw/trademark/trademark_bulletin/trade.tw/trademark/trademark_bulletin/trade.tw/trademark/trademark_bulletin/trade

mark_bulletin.aspmark_bulletin.aspmark_bulletin.aspmark_bulletin.asp

http://www.wipo.int/classifications/nivilo/nic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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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一一一一)

每一類別的標題原則上說明屬於該類別每一類別的標題原則上說明屬於該類別每一類別的標題原則上說明屬於該類別每一類別的標題原則上說明屬於該類別
之商品或服務之範圍之商品或服務之範圍之商品或服務之範圍之商品或服務之範圍

第六類標題第六類標題第六類標題第六類標題：：：：

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可移動可移動可移動可移動
金屬建築物金屬建築物金屬建築物金屬建築物；；；；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非電氣用纜非電氣用纜非電氣用纜非電氣用纜
索和金屬線索和金屬線索和金屬線索和金屬線；；；；鐵器鐵器鐵器鐵器、、、、小五金器材小五金器材小五金器材小五金器材；；；；金屬管金屬管金屬管金屬管；；；；
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不屬別類之普通金屬製品不屬別類之普通金屬製品不屬別類之普通金屬製品不屬別類之普通金屬製品；；；；礦沙礦沙礦沙礦沙

標題名稱不等於商品名稱標題名稱不等於商品名稱標題名稱不等於商品名稱標題名稱不等於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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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二二二二)

為確定一個商品或服務之正確分類為確定一個商品或服務之正確分類為確定一個商品或服務之正確分類為確定一個商品或服務之正確分類，，，，應查應查應查應查
閱相關各類別之依字母順序排列之商品表閱相關各類別之依字母順序排列之商品表閱相關各類別之依字母順序排列之商品表閱相關各類別之依字母順序排列之商品表
及服務表與註釋及服務表與註釋及服務表與註釋及服務表與註釋

第六類註釋第六類註釋第六類註釋第六類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未加工及部分加工之普通金屬及本類主要包括未加工及部分加工之普通金屬及本類主要包括未加工及部分加工之普通金屬及本類主要包括未加工及部分加工之普通金屬及
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

〔〔〔〔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

鐵礬土鐵礬土鐵礬土鐵礬土（（（（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

汞汞汞汞、、、、銻銻銻銻、、、、鹼及鹼土金屬鹼及鹼土金屬鹼及鹼土金屬鹼及鹼土金屬（（（（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第一類））））

畫家畫家畫家畫家、、、、室內裝璜業者室內裝璜業者室內裝璜業者室內裝璜業者、、、、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
金屬箔及金屬粉金屬箔及金屬粉金屬箔及金屬粉金屬箔及金屬粉（（（（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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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三三三三)

應注意的是應注意的是應注意的是應注意的是，，，，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
表中表中表中表中，，，，一個商品或服務會一個商品或服務會一個商品或服務會一個商品或服務會不只在一個地不只在一個地不只在一個地不只在一個地
方出現方出現方出現方出現，，，，即這些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名即這些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名即這些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名即這些商品或服務以不同的名
稱來表達的稱來表達的稱來表達的稱來表達的，，，，這種情形稱為相互參照這種情形稱為相互參照這種情形稱為相互參照這種情形稱為相互參照
（crosscrosscrosscross----referencereferencereferencereference））））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第第第第5555類中商品名稱類中商品名稱類中商品名稱類中商品名稱
A0012 Abrasives (DentalA0012 Abrasives (DentalA0012 Abrasives (DentalA0012 Abrasives (Dental –))))

D0052 Dental abrasivesD0052 Dental abrasivesD0052 Dental abrasivesD0052 Dental abras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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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四四四四)

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類別表中出現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類別表中出現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類別表中出現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類別表中出現的與某一特殊與某一特殊與某一特殊與某一特殊
類別有關的統稱類別有關的統稱類別有關的統稱類別有關的統稱（（（（涵蓋某些商品或服務涵蓋某些商品或服務涵蓋某些商品或服務涵蓋某些商品或服務），），），），不不不不
能排除該統稱能排除該統稱能排除該統稱能排除該統稱同樣出現在其他類別同樣出現在其他類別同樣出現在其他類別同樣出現在其他類別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
〔〔〔〔涵蓋其他商品或服務涵蓋其他商品或服務涵蓋其他商品或服務涵蓋其他商品或服務〕〕〕〕。。。。該統稱應屬哪一個該統稱應屬哪一個該統稱應屬哪一個該統稱應屬哪一個
類別應依其所表述的方式決定類別應依其所表述的方式決定類別應依其所表述的方式決定類別應依其所表述的方式決定。。。。在此種情況下在此種情況下在此種情況下在此種情況下，，，，
該統稱在該統稱在該統稱在該統稱在分類表中以星號分類表中以星號分類表中以星號分類表中以星號****註記註記註記註記。。。。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第第第第2222類類類類 P0047            Paints *        P0047            Paints *        P0047            Paints *        P0047            Paints *        塗料塗料塗料塗料

第第第第3333類類類類 A0010            Abrasives *     A0010            Abrasives *     A0010            Abrasives *     A0010            Abrasives *     研磨料研磨料研磨料研磨料

第第第第22222222類類類類 N0065            Net *      N0065            Net *      N0065            Net *      N0065            Net *      網網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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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五五五五)

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中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中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中在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中，，，，方括號方括號方括號方括號
〔〕〔〕〔〕〔〕內的語詞係用以清楚界定說明前列內的語詞係用以清楚界定說明前列內的語詞係用以清楚界定說明前列內的語詞係用以清楚界定說明前列
尼斯商品內容在該類別之主要功能或目尼斯商品內容在該類別之主要功能或目尼斯商品內容在該類別之主要功能或目尼斯商品內容在該類別之主要功能或目
的的的的，，，，或係用以表示美式寫法或係用以表示美式寫法或係用以表示美式寫法或係用以表示美式寫法((((AM.)AM.)AM.)AM.)等等等等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 P0754  Pulleys of metal [other than P0754  Pulleys of metal [other than P0754  Pulleys of metal [other than P0754  Pulleys of metal [other than 
for machines]  for machines]  for machines]  for machines]  金屬製滑輪金屬製滑輪金屬製滑輪金屬製滑輪【【【【機械用除外機械用除外機械用除外機械用除外】】】】

第第第第25252525類類類類 P0060  Pajamas (Am.) (P0060  Pajamas (Am.) (P0060  Pajamas (Am.) (P0060  Pajamas (Am.) (寬大的寬大的寬大的寬大的))))睡衣褲睡衣褲睡衣褲睡衣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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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六六六六)

圓括號前的名稱被認為是該商品或服務圓括號前的名稱被認為是該商品或服務圓括號前的名稱被認為是該商品或服務圓括號前的名稱被認為是該商品或服務
名稱最重要的部分名稱最重要的部分名稱最重要的部分名稱最重要的部分，，，，該重要部分在圓括該重要部分在圓括該重要部分在圓括該重要部分在圓括
號中以號中以號中以號中以「「「「----」」」」代替代替代替代替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第第第第6類類類類 B0249  Beds (Fittings of metal for –)床用床用床用床用
金屬附件金屬附件金屬附件金屬附件

第第第第6類類類類 B0617  Boxes (Safety cash -)  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

第第第第9類類類類 A0174  Alarms (Fire -) 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

第第第第19類類類類 G0131  Glass (Building -) 建築用玻璃建築用玻璃建築用玻璃建築用玻璃

第第第第19類類類類 B0492  Boards (Floor -) 地板地板地板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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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尼斯使用指南(七七七七)

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廣泛通稱之語詞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廣泛通稱之語詞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廣泛通稱之語詞避免使用含糊不清或廣泛通稱之語詞，，，，
而不足以劃分其商品或服務之類別而不足以劃分其商品或服務之類別而不足以劃分其商品或服務之類別而不足以劃分其商品或服務之類別

模糊模糊模糊模糊、、、、不明確之名稱不明確之名稱不明確之名稱不明確之名稱，，，，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應屬本類之一切商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不屬別類之一切商品及其零配件不屬別類之一切商品及其零配件不屬別類之一切商品及其零配件不屬別類之一切商品及其零配件』』』』

『『『『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電子產品』』』』

『『『『食品食品食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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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

一般性說明的一般性說明的一般性說明的一般性說明的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商品分類標準
製成品原則上按其製成品原則上按其製成品原則上按其製成品原則上按其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用途用途用途用途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若若若若
該製成品之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標題中皆該製成品之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標題中皆該製成品之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標題中皆該製成品之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標題中皆
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未提及，，，，則該製成品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則該製成品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則該製成品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則該製成品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
類表上類表上類表上類表上可相比擬之製成品可相比擬之製成品可相比擬之製成品可相比擬之製成品類推其分類類推其分類類推其分類類推其分類。。。。若無若無若無若無
法找到可相比擬之製成品法找到可相比擬之製成品法找到可相比擬之製成品法找到可相比擬之製成品，，，，可根據其他輔助可根據其他輔助可根據其他輔助可根據其他輔助
標準來分類標準來分類標準來分類標準來分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製造該製成品之製造該製成品之製造該製成品之製造該製成品之材料或材料或材料或材料或
其操作方式其操作方式其操作方式其操作方式。。。。

製成品原則上以功能製成品原則上以功能製成品原則上以功能製成品原則上以功能、、、、用途進行分類用途進行分類用途進行分類用途進行分類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未加工或半加工者以材質分類未加工或半加工者以材質分類未加工或半加工者以材質分類未加工或半加工者以材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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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一一一一)

商品共計商品共計商品共計商品共計34343434估類之概略分類原則估類之概略分類原則估類之概略分類原則估類之概略分類原則為為為為：：：：

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 化學品類化學品類化學品類化學品類

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 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

第第第第2222類類類類 顏料用化學品顏料用化學品顏料用化學品顏料用化學品

第第第第3333類類類類 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化妝用化學品化妝用化學品化妝用化學品化妝用化學品

第第第第4444類類類類 燃料用化學品燃料用化學品燃料用化學品燃料用化學品

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 醫療用醫療用醫療用醫療用、、、、環境用化學品環境用化學品環境用化學品環境用化學品



16

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二二二二)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第第第第13131313類類類類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器械機具類器械機具類器械機具類器械機具類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 普通金屬簡單產品普通金屬簡單產品普通金屬簡單產品普通金屬簡單產品

第第第第7777類類類類 工業電動機械工業電動機械工業電動機械工業電動機械

第第第第8888類類類類 手動手工具手動手工具手動手工具手動手工具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電磁電磁電磁電磁、、、、光學光學光學光學、、、、攝影攝影攝影攝影、、、、消防消防消防消防、、、、警示警示警示警示、、、、測測測測

量等儀器量等儀器量等儀器量等儀器

第第第第10101010類類類類 醫療用儀器醫療用儀器醫療用儀器醫療用儀器、、、、器具器具器具器具

第第第第11111111類類類類 照明照明照明照明、、、、空調空調空調空調、、、、衛生等設備衛生等設備衛生等設備衛生等設備、、、、小家電小家電小家電小家電

第第第第12121212類類類類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

第第第第13131313類類類類 火器火器火器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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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三三三三)

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 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樂器樂器樂器樂器、、、、紙製品類紙製品類紙製品類紙製品類
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珠寶珠寶珠寶珠寶、、、、鐘錶鐘錶鐘錶鐘錶

第第第第15151515類類類類 樂器樂器樂器樂器

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 紙製品紙製品紙製品紙製品、、、、文具文具文具文具

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非金屬類非金屬類非金屬類非金屬類
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橡膠橡膠橡膠橡膠、、、、塑膠半製品塑膠半製品塑膠半製品塑膠半製品

第第第第18181818類類類類 皮製品皮製品皮製品皮製品、、、、背包背包背包背包、、、、傘傘傘傘、、、、手杖手杖手杖手杖

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 非金屬建築材料非金屬建築材料非金屬建築材料非金屬建築材料、、、、石製品石製品石製品石製品

第第第第20202020類類類類 大家具大家具大家具大家具、、、、除金屬除金屬除金屬除金屬、、、、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石製石製石製石製、、、、玻璃外其玻璃外其玻璃外其玻璃外其

他材料製品他材料製品他材料製品他材料製品

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小型手操作家庭小型手操作家庭小型手操作家庭小型手操作家庭、、、、廚房用具廚房用具廚房用具廚房用具、、、、玻璃及陶瓷製玻璃及陶瓷製玻璃及陶瓷製玻璃及陶瓷製
品品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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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四四四四)

第第第第22222222類類類類~~~~第第第第27272727類類類類 紡織品類紡織品類紡織品類紡織品類
第第第第22222222類類類類 纜纜纜纜、、、、繩繩繩繩、、、、網網網網、、、、帳蓬帳蓬帳蓬帳蓬、、、、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

第第第第23232323類類類類 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線線線線

第第第第24242424類類類類 布料布料布料布料、、、、家用覆蓋紡織品家用覆蓋紡織品家用覆蓋紡織品家用覆蓋紡織品

第第第第25252525類類類類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鞋子鞋子鞋子鞋子、、、、帽子帽子帽子帽子

第第第第26262626類類類類 花邊花邊花邊花邊、、、、飾帶飾帶飾帶飾帶、、、、鈕扣鈕扣鈕扣鈕扣、、、、縫衣針等裁縫縫衣針等裁縫縫衣針等裁縫縫衣針等裁縫

用品用品用品用品

第第第第27272727類類類類 地毯及其他舖地板用品地毯及其他舖地板用品地毯及其他舖地板用品地毯及其他舖地板用品

第第第第28282828類類類類 玩具玩具玩具玩具、、、、運動用具類運動用具類運動用具類運動用具類
第第第第28282828類類類類 玩具玩具玩具玩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釣魚用具釣魚用具釣魚用具釣魚用具、、、、聖誕聖誕聖誕聖誕
裝飾品裝飾品裝飾品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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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五五五五)

第第第第22229999類類類類~~~~第第第第33333333類類類類 食品類食品類食品類食品類

第第第第29292929類類類類 肉類製品肉類製品肉類製品肉類製品、、、、經處理過果蔬經處理過果蔬經處理過果蔬經處理過果蔬、、、、蛋蛋蛋蛋、、、、

乳及乳製品乳及乳製品乳及乳製品乳及乳製品、、、、食用油食用油食用油食用油

第第第第30303030類類類類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茶茶茶茶、、、、可可可可可可可可、、、、冰冰冰冰、、、、穀製粉穀製粉穀製粉穀製粉、、、、

糖糖糖糖、、、、調味品調味品調味品調味品、、、、麵麵麵麵、、、、飯飯飯飯

第第第第31313131類類類類 活的動物活的動物活的動物活的動物、、、、新鮮水果及蔬菜新鮮水果及蔬菜新鮮水果及蔬菜新鮮水果及蔬菜、、、、種種種種

子子子子、、、、天然植物花卉天然植物花卉天然植物花卉天然植物花卉、、、、動物飼料動物飼料動物飼料動物飼料

第第第第32323232類類類類 不含酒精之飲料及啤酒不含酒精之飲料及啤酒不含酒精之飲料及啤酒不含酒精之飲料及啤酒。。。。

第第第第33333333類類類類 酒酒酒酒（（（（啤酒除外啤酒除外啤酒除外啤酒除外））））

第第第第34343434類類類類 煙草煙草煙草煙草、、、、煙具煙具煙具煙具、、、、火柴火柴火柴火柴



20

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六六六六)

多功能組合之製成品多功能組合之製成品多功能組合之製成品多功能組合之製成品（（（（例如結合收音機之例如結合收音機之例如結合收音機之例如結合收音機之
時鐘時鐘時鐘時鐘））））可以根據產品中任一功能或用途來可以根據產品中任一功能或用途來可以根據產品中任一功能或用途來可以根據產品中任一功能或用途來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若那些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之標若那些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之標若那些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之標若那些功能或用途在任一類別之標
題中皆未提及題中皆未提及題中皆未提及題中皆未提及，，，，則可依上述第則可依上述第則可依上述第則可依上述第1111項之標準項之標準項之標準項之標準
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結合收音機的時鐘結合收音機的時鐘結合收音機的時鐘結合收音機的時鐘，，，，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結合時鐘的收音機結合時鐘的收音機結合時鐘的收音機結合時鐘的收音機，，，，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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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材料材料材料材料(一一一一)

原料原料原料原料、、、、未加工品或半成品原則上依其組成未加工品或半成品原則上依其組成未加工品或半成品原則上依其組成未加工品或半成品原則上依其組成
材料進行分類材料進行分類材料進行分類材料進行分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 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化學品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

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貴金屬

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 紙紙紙紙

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塑膠塑膠塑膠塑膠、、、、橡膠橡膠橡膠橡膠

第第第第18181818類類類類 皮皮皮皮

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 水泥水泥水泥水泥、、、、石石石石

第第第第20202020類類類類 木木木木、、、、塑膠塑膠塑膠塑膠、、、、象牙象牙象牙象牙、、、、貝殼貝殼貝殼貝殼、、、、角角角角、、、、骨骨骨骨

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陶瓷陶瓷陶瓷陶瓷

第第第第22222222類類類類 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紡織用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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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材料材料材料材料(二二二二)

數種不同材料以主材料進行分類數種不同材料以主材料進行分類數種不同材料以主材料進行分類數種不同材料以主材料進行分類

一項商品無論是否為製成品一項商品無論是否為製成品一項商品無論是否為製成品一項商品無論是否為製成品，，，，當根據其當根據其當根據其當根據其
製造材料分類時製造材料分類時製造材料分類時製造材料分類時，，，，若有數種不同之材料若有數種不同之材料若有數種不同之材料若有數種不同之材料，，，，
則該商品原則上依其主要材料進行分類則該商品原則上依其主要材料進行分類則該商品原則上依其主要材料進行分類則該商品原則上依其主要材料進行分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塗覆銅箔之塑膠積層板塗覆銅箔之塑膠積層板塗覆銅箔之塑膠積層板塗覆銅箔之塑膠積層板，，，，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外覆金屬之建築用塑膠硬管外覆金屬之建築用塑膠硬管外覆金屬之建築用塑膠硬管外覆金屬之建築用塑膠硬管，，，，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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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主物主物主物主物

以主物分類以主物分類以主物分類以主物分類

構成其他產品之一部分之商品原則上與構成其他產品之一部分之商品原則上與構成其他產品之一部分之商品原則上與構成其他產品之一部分之商品原則上與
該產品分在同一類該產品分在同一類該產品分在同一類該產品分在同一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自自自自行行行行車鏈條車鏈條車鏈條車鏈條，，，，與自與自與自與自行行行行車同車同車同車同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2121212類類類類

錶錶錶錶帶帶帶帶，，，，與與與與手手手手錶同錶同錶同錶同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傘骨傘骨傘骨傘骨，，，，與傘同與傘同與傘同與傘同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8181818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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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

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無法以主物分類
該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能用於其他用途該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能用於其他用途該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能用於其他用途該種商品在正常情況下能用於其他用途，，，，
依分類標準依分類標準依分類標準依分類標準（（（（一一一一））））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金屬金屬金屬金屬螺絲螺絲螺絲螺絲』』』』：：：：同同同同時可用時可用時可用時可用於於於於建築用建築用建築用建築用、、、、機械用機械用機械用機械用、、、、
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環境設備、、、、交通工具等交通工具等交通工具等交通工具等多多多多種用途種用途種用途種用途，，，，回歸回歸回歸回歸金屬金屬金屬金屬
類的類的類的類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類類類類----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

『『『『電電電電池池池池』』』』：：：：同同同同時可用時可用時可用時可用於於於於手機手機手機手機（（（（9999類類類類）、）、）、）、手電手電手電手電
筒筒筒筒（（（（11111111類類類類）、）、）、）、鬧鬧鬧鬧鐘鐘鐘鐘（（（（14141414類類類類）、）、）、）、兒童兒童兒童兒童玩具玩具玩具玩具（（（（28282828
類類類類），），），），回歸回歸回歸回歸電子類的電子類的電子類的電子類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類類類類----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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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商品容器商品容器商品容器商品容器

用於存放商品之盒用於存放商品之盒用於存放商品之盒用於存放商品之盒、、、、箱容器箱容器箱容器箱容器，，，，原則上與該原則上與該原則上與該原則上與該
商品置於同一類商品置於同一類商品置於同一類商品置於同一類。。。。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高爾夫球高爾夫球高爾夫球高爾夫球用具用具用具用具袋袋袋袋------------第第第第28282828類類類類

吉吉吉吉他他他他袋袋袋袋------------第第第第15151515類類類類

化妝品化妝品化妝品化妝品組組組組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333類類類類，，，，不不不不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化妝品的化妝品的化妝品的化妝品的盒盒盒盒，，，，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除非單除非單除非單除非單獨販賣獨販賣獨販賣獨販賣空空空空盒盒盒盒，，，，則可則可則可則可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第第第第21212121
類類類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粉粉粉粉盒盒盒盒。。。。

果果果果汁汁汁汁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2323232類類類類，，，，不不不不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需再對存放果果果果汁汁汁汁的的的的寶特瓶寶特瓶寶特瓶寶特瓶進進進進
行行行行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除非單除非單除非單除非單獨販賣獨販賣獨販賣獨販賣空塑膠空塑膠空塑膠空塑膠瓶瓶瓶瓶，，，，則可則可則可則可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第第第第
20202020類類類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瓶瓶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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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1～～～～34類略說類略說類略說類略說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分析解構分析解構分析解構分析解構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案例研討案例研討案例研討案例研討

分類技巧分類技巧分類技巧分類技巧

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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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 類類類類

用於工業用於工業用於工業用於工業、、、、科學科學科學科學、、、、攝影攝影攝影攝影、、、、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
林業之化學品林業之化學品林業之化學品林業之化學品；；；；未加工之人造樹脂未加工之人造樹脂未加工之人造樹脂未加工之人造樹脂、、、、
未加工塑膠未加工塑膠未加工塑膠未加工塑膠；；；；肥料肥料肥料肥料；；；；滅火製劑滅火製劑滅火製劑滅火製劑；；；；淬火淬火淬火淬火
和金屬焊接用製劑和金屬焊接用製劑和金屬焊接用製劑和金屬焊接用製劑；；；；保存食品用化學保存食品用化學保存食品用化學保存食品用化學
物品物品物品物品；；；；鞣劑鞣劑鞣劑鞣劑；；；；工業用黏著劑工業用黏著劑工業用黏著劑工業用黏著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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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車身填充物車身填充物車身填充物車身填充物、、、、溶液培養的植物用多孔溶液培養的植物用多孔溶液培養的植物用多孔溶液培養的植物用多孔
黏土黏土黏土黏土、、、、非醫用或獸醫用電泳凝膠非醫用或獸醫用電泳凝膠非醫用或獸醫用電泳凝膠非醫用或獸醫用電泳凝膠、、、、油類用化油類用化油類用化油類用化
學添加劑學添加劑學添加劑學添加劑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防止侵蝕用化學製劑防止侵蝕用化學製劑防止侵蝕用化學製劑防止侵蝕用化學製劑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LLLL0268026802680268及及及及RRRR0350 0350 0350 0350 「「「「液狀橡液狀橡液狀橡液狀橡膠膠膠膠」」」」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RRRR0355035503550355「「「「橡橡橡橡膠膠膠膠溶液溶液溶液溶液」」」」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將將將將SSSS0636063606360636「「「「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土壤改良土壤改良用化學品用化學品用化學品用化學品」」」」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土壤改土壤改土壤改土壤改
良良良良製製製製劑劑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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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110011001100110」」」」未加工未加工未加工未加工人造樹脂人造樹脂人造樹脂人造樹脂、、、、未加工塑料未加工塑料未加工塑料未加工塑料

「「「「0206020602060206」」」」未加工天然樹脂未加工天然樹脂未加工天然樹脂未加工天然樹脂

「「「「1710171017101710」」」」已加工人造樹脂已加工人造樹脂已加工人造樹脂已加工人造樹脂、、、、半加工人造樹脂半加工人造樹脂半加工人造樹脂半加工人造樹脂、、、、已加工塑膠已加工塑膠已加工塑膠已加工塑膠

「「「「0101010101010101」」」」過過過過濾濾濾濾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化學化學化學化學劑劑劑劑、、、、礦礦礦礦物物物物性性性性物質物質物質物質、、、、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性性性性物物物物
質質質質、、、、未加工未加工未加工未加工樹脂樹脂樹脂樹脂 ))))、、、、過過過過濾濾濾濾用用用用顆粒狀陶瓷顆粒狀陶瓷顆粒狀陶瓷顆粒狀陶瓷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過過過過濾濾濾濾用用用用
碳碳碳碳

「「「「2202220222022202」」」」過濾用多孔人造纖維過濾用多孔人造纖維過濾用多孔人造纖維過濾用多孔人造纖維、、、、過濾纖維過濾纖維過濾纖維過濾纖維、、、、過濾棉過濾棉過濾棉過濾棉

「「「「2401240124012401」」」」過濾布過濾布過濾布過濾布

「「「「1710171017101710」」」」過濾材料過濾材料過濾材料過濾材料（（（（半加工泡沫或塑膠膜半加工泡沫或塑膠膜半加工泡沫或塑膠膜半加工泡沫或塑膠膜））））

「「「「1605160516051605」」」」過濾紙過濾紙過濾紙過濾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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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類類類類

油漆油漆油漆油漆（（（（顏料顏料顏料顏料）、）、）、）、亮光漆亮光漆亮光漆亮光漆、、、、天然漆天然漆天然漆天然漆；；；；防防防防
銹劑和木材防腐劑銹劑和木材防腐劑銹劑和木材防腐劑銹劑和木材防腐劑；；；；著色劑著色劑著色劑著色劑；；；；媒染劑媒染劑媒染劑媒染劑；；；；
未加工之天然樹脂未加工之天然樹脂未加工之天然樹脂未加工之天然樹脂；；；；塗漆用塗漆用塗漆用塗漆用、、、、裝潢用裝潢用裝潢用裝潢用、、、、
印刷用及藝術用金屬箔與金屬粉印刷用及藝術用金屬箔與金屬粉印刷用及藝術用金屬箔與金屬粉印刷用及藝術用金屬箔與金屬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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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WWWW0042004200420042「「「「壁壁壁壁紙紙紙紙去去去去除除除除劑劑劑劑」」」」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

GGGG0164 0164 0164 0164 及及及及 P0795P0795P0795P0795「「「「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用油用油用油用油灰灰灰灰」」」」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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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205020502050205」」」」金屬保護劑金屬保護劑金屬保護劑金屬保護劑、、、、防鏽劑防鏽劑防鏽劑防鏽劑((((塗塗塗塗料料料料))))

「「「「0311031103110311」」」」除除除除鏽劑鏽劑鏽劑鏽劑

「「「「0101010101010101」」」」防水防水防水防水鏽劑鏽劑鏽劑鏽劑((((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劑劑劑劑))))

「「「「0205020502050205」」」」木木木木材防材防材防材防腐腐腐腐劑劑劑劑、、、、木木木木材防材防材防材防腐腐腐腐油油油油

「「「「0101010101010101」」」」防防防防腐劑腐劑腐劑腐劑((((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劑劑劑劑))))、、、、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用防用防用防用防腐劑腐劑腐劑腐劑、、、、
食品防食品防食品防食品防腐腐腐腐用化學品用化學品用化學品用化學品、、、、食品用防食品用防食品用防食品用防腐腐腐腐油油油油

「「「「0102010201020102」」」」種子消種子消種子消種子消毒毒毒毒防防防防腐劑腐劑腐劑腐劑、、、、農農農農用防用防用防用防腐腐腐腐保保保保存劑存劑存劑存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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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洗衣用漂白劑及洗衣用漂白劑及洗衣用漂白劑及洗衣用漂白劑及其他洗衣用物品其他洗衣用物品其他洗衣用物品其他洗衣用物品；；；；清清清清
潔潔潔潔、、、、亮光亮光亮光亮光、、、、洗擦洗擦洗擦洗擦（（（（去污去污去污去污））））及研磨用製及研磨用製及研磨用製及研磨用製
劑劑劑劑；；；；肥皂肥皂肥皂肥皂；；；；香水香水香水香水（（（（香料香料香料香料）、）、）、）、香精油香精油香精油香精油；；；；
化粧品化粧品化粧品化粧品；；；；美髮水美髮水美髮水美髮水；；；；潔齒劑潔齒劑潔齒劑潔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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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浸浸浸浸了了了了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的劑的劑的劑的抹布抹布抹布抹布、、、、地板地板地板地板防防防防滑蠟滑蠟滑蠟滑蠟、、、、地地地地
板板板板防防防防滑滑滑滑液液液液、、、、植物植物植物植物葉葉葉葉子子子子發光發光發光發光劑劑劑劑、、、、牙齒漂牙齒漂牙齒漂牙齒漂
白白白白凝膠凝膠凝膠凝膠、、、、祭祀祭祀祭祀祭祀用用用用香香香香、、、、用於用於用於用於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及除及除及除及除塵塵塵塵
的的的的罐裝罐裝罐裝罐裝加加加加壓空壓空壓空壓空氣氣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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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化粧用品化粧用品化粧用品化粧用品，，，，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香皂香皂香皂香皂，，，，沐沐沐沐

浴乳浴乳浴乳浴乳，，，，洗手皂洗手皂洗手皂洗手皂，，，，漱口水漱口水漱口水漱口水，，，，除臭劑除臭劑除臭劑除臭劑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商品商品商品商品俱俱俱俱與化與化與化與化粧粧粧粧及及及及清潔清潔清潔清潔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惟惟惟惟
有有有有跨跨跨跨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虞虞虞虞，，，，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品品品：：：：0301030103010301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用具用具用具用具：：：：2118211821182118

紡織工業用紡織工業用紡織工業用紡織工業用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0101010101010101

衣物用衣物用衣物用衣物用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柔軟劑：：：：0302030203020302

人體人體人體人體除除除除臭劑臭劑臭劑臭劑：：：：0301030103010301

衣物除衣物除衣物除衣物除臭劑臭劑臭劑臭劑：：：：051405140514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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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1111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301030103010301」」」」唇形筆唇形筆唇形筆唇形筆、、、、唇唇唇唇線線線線筆筆筆筆

「「「「2118211821182118」」」」唇筆唇筆唇筆唇筆

「「「「030104030104030104030104」」」」人體人體人體人體用用用用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

「「「「030201030201030201030201」」」」衣衣衣衣物物物物、、、、浴廁浴廁浴廁浴廁、、、、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用用用清潔清潔清潔清潔
劑劑劑劑

「「「「0101010101010101」」」」空調系空調系空調系空調系統用統用統用統用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用用用用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

「「「「0514051405140514」」」」空空空空氣氣氣氣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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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2222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310031003100310」」」」研磨劑研磨劑研磨劑研磨劑、、、、浮石浮石浮石浮石、、、、砂砂砂砂紙紙紙紙、、、、金金金金鋼砂鋼砂鋼砂鋼砂、、、、

拋拋拋拋光布光布光布光布

「「「「0101010101010101」」」」研磨研磨研磨研磨用用用用輔助液輔助液輔助液輔助液((((與研磨劑配與研磨劑配與研磨劑配與研磨劑配用用用用))))

「「「「0402040204020402」」」」研磨研磨研磨研磨油油油油

「「「「0729072907290729」」」」研磨研磨研磨研磨輪輪輪輪（（（（機械機械機械機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

「「「「0809080908090809」」」」研磨研磨研磨研磨用用用用砂砂砂砂輪輪輪輪（（（（手工具手工具手工具手工具）、）、）、）、研研研研

磨磨磨磨用用用用砥石砥石砥石砥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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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藥化粧品與一般化粧品含藥化粧品與一般化粧品含藥化粧品與一般化粧品含藥化粧品與一般化粧品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無論品無論品無論品無論國內生國內生國內生國內生產或產或產或產或國外國外國外國外進進進進口口口口皆皆皆皆
須驗證始須驗證始須驗證始須驗證始可製造可製造可製造可製造販售販售販售販售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品品品含含含含有醫有醫有醫有醫療療療療或或或或毒劇藥毒劇藥毒劇藥毒劇藥品品品品基基基基準準準準
（（（（含藥含藥含藥含藥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品品品基基基基準準準準------------成分成分成分成分限量限量限量限量））））

藥性化粧品藥性化粧品藥性化粧品藥性化粧品？？？？不可寫不可寫不可寫不可寫！！！！
高濃度果酸高濃度果酸高濃度果酸高濃度果酸、、、、左旋左旋左旋左旋ＣＣＣＣ、、、、肉毒桿菌肉毒桿菌肉毒桿菌肉毒桿菌
等等等等皆可皆可皆可皆可能能能能製成藥劑製成藥劑製成藥劑製成藥劑

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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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4類類類類

工業用油及油脂工業用油及油脂工業用油及油脂工業用油及油脂；；；；潤滑劑潤滑劑潤滑劑潤滑劑（（（（油油油油）；）；）；）；
吸收吸收吸收吸收、、、、濕潤濕潤濕潤濕潤、、、、凝聚灰塵凝聚灰塵凝聚灰塵凝聚灰塵用品用品用品用品；；；；燃燃燃燃
料料料料（（（（包括馬達用包括馬達用包括馬達用包括馬達用））））及照明用油及照明用油及照明用油及照明用油；；；；
照明用蠟燭照明用蠟燭照明用蠟燭照明用蠟燭、、、、燈心燈心燈心燈心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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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芳香蠟燭芳香蠟燭芳香蠟燭芳香蠟燭 、、、、電能電能電能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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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401040104010401」」」」皮革皮革皮革皮革保護油保護油保護油保護油、、、、皮革皮革皮革皮革防防防防腐腐腐腐油油油油、、、、皮革皮革皮革皮革

用油用油用油用油脂脂脂脂

「「「「0101010101010101」」」」鞣革鞣革鞣革鞣革油油油油、、、、製製製製革革革革用油用油用油用油、、、、皮革皮革皮革皮革加工用油加工用油加工用油加工用油

「「「「0308030803080308」」」」皮革亮皮革亮皮革亮皮革亮光油光油光油光油

「「「「0402040204020402」」」」混合混合混合混合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二甲苯、、、、苯苯苯苯、、、、二甲二甲二甲二甲

苯苯苯苯（（（（粗苯粗苯粗苯粗苯））））

「「「「0101010101010101」」」」甲苯甲苯甲苯甲苯、、、、甲基苯甲基苯甲基苯甲基苯、、、、輕苯輕苯輕苯輕苯

「「「「0402040204020402」」」」引擎清潔引擎清潔引擎清潔引擎清潔油油油油

「「「「0101010101010101」」」」引擎引擎引擎引擎清潔清潔清潔清潔劑劑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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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5類類類類

藥用及獸醫用製劑藥用及獸醫用製劑藥用及獸醫用製劑藥用及獸醫用製劑；；；；醫用衛生製醫用衛生製醫用衛生製醫用衛生製劑劑劑劑；；；；
醫用營養品醫用營養品醫用營養品醫用營養品，，，，嬰兒食品嬰兒食品嬰兒食品嬰兒食品；；；；膏藥膏藥膏藥膏藥、、、、敷藥敷藥敷藥敷藥
用材料用材料用材料用材料；；；；填牙材料填牙材料填牙材料填牙材料、、、、牙蠟牙蠟牙蠟牙蠟；；；；消毒劑消毒劑消毒劑消毒劑；；；；
殺蟲劑殺蟲劑殺蟲劑殺蟲劑；；；；殺菌劑殺菌劑殺菌劑殺菌劑、、、、除草劑除草劑除草劑除草劑



43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用用用用氧氧氧氧、、、、衣衣衣衣服和紡織品用除服和紡織品用除服和紡織品用除服和紡織品用除臭臭臭臭劑劑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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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0501050105010501」」」」頭皮屑治頭皮屑治頭皮屑治頭皮屑治療療療療藥劑藥劑藥劑藥劑、、、、治治治治療療療療皮膚病皮膚病皮膚病皮膚病用用用用藥劑藥劑藥劑藥劑、、、、
藥藥藥藥用用用用浴劑浴劑浴劑浴劑、、、、止汗藥劑止汗藥劑止汗藥劑止汗藥劑、、、、足汗治足汗治足汗治足汗治療療療療劑劑劑劑
「「「「0301030103010301」」」」去頭皮屑洗髮精去頭皮屑洗髮精去頭皮屑洗髮精去頭皮屑洗髮精、、、、含藥化妝品含藥化妝品含藥化妝品含藥化妝品、、、、茶浴茶浴茶浴茶浴
包包包包、、、、防汗臭劑防汗臭劑防汗臭劑防汗臭劑、、、、除汗臭劑除汗臭劑除汗臭劑除汗臭劑

「「「「0501050105010501」」」」注射注射注射注射用用用用葡萄葡萄葡萄葡萄糖糖糖糖

「「「「3005300530053005」」」」嬰兒食用葡萄糖嬰兒食用葡萄糖嬰兒食用葡萄糖嬰兒食用葡萄糖

「「「「0501050105010501」」」」藥藥藥藥用用用用喉喉喉喉糖糖糖糖

「「「「3006300630063006」」」」薄荷糖薄荷糖薄荷糖薄荷糖、、、、涼糖涼糖涼糖涼糖、、、、非醫療用潤喉糖非醫療用潤喉糖非醫療用潤喉糖非醫療用潤喉糖

「「「「0501050105010501」」」」骨骨骨骨水水水水泥泥泥泥、、、、外外外外科科科科植植植植入入入入活活活活組組組組織織織織

「「「「1003100310031003」」」」人工器官人工器官人工器官人工器官、、、、外科植入物外科植入物外科植入物外科植入物（（（（人造材料人造材料人造材料人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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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
藥藥藥藥用用用用酒酒酒酒（（（（0000555501010101））））

符符符符合中合中合中合中藥藥藥藥標準方之標準方之標準方之標準方之含藥酒含藥酒含藥酒含藥酒類類類類，，，，且取得且取得且取得且取得行行行行

政院衛生署核發政院衛生署核發政院衛生署核發政院衛生署核發之之之之藥藥藥藥品品品品許許許許可可可可證證證證，，，，不以不以不以不以酒酒酒酒

類管類管類管類管理理理理為為為為乙乙乙乙類成類成類成類成藥藥藥藥。。。。
如如如如：：：：五五五五加加加加皮藥皮藥皮藥皮藥酒酒酒酒、、、、金金金金門風濕藥門風濕藥門風濕藥門風濕藥酒酒酒酒

藥味酒藥味酒藥味酒藥味酒（（（（3301330133013301））））
以中以中以中以中藥藥藥藥材材材材泡酒泡酒泡酒泡酒或或或或含含含含有某些中有某些中有某些中有某些中藥藥藥藥材材材材味道味道味道味道的的的的

酒酒酒酒，，，，受菸酒受菸酒受菸酒受菸酒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法之法之法之法之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如如如如：：：：人蔘人蔘人蔘人蔘酒酒酒酒、、、、枸杞枸杞枸杞枸杞酒酒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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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6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普通金屬及其合金；；；；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金屬建築材料；；；；
可移動金屬建築物可移動金屬建築物可移動金屬建築物可移動金屬建築物；；；；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鐵軌用金屬材料；；；；
非電器用纜索和金屬線非電器用纜索和金屬線非電器用纜索和金屬線非電器用纜索和金屬線；；；；鐵器鐵器鐵器鐵器、、、、小五小五小五小五
金器材金器材金器材金器材；；；；金屬管金屬管金屬管金屬管；；；；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保險箱；；；；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
之普通金屬製品之普通金屬製品之普通金屬製品之普通金屬製品；；；；礦沙礦沙礦沙礦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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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增增增增：：：：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風力驅鳥器製風力驅鳥器製風力驅鳥器製風力驅鳥器、、、、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獸籠製獸籠製獸籠製獸籠、、、、

金金金金屬屬屬屬粉末粉末粉末粉末、、、、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耐火建築耐火建築耐火建築耐火建築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馬蹬製馬蹬製馬蹬製馬蹬、、、、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馬蹄鐵製馬蹄鐵製馬蹄鐵製馬蹄鐵、、、、捲捲捲捲

繞驅動繞驅動繞驅動繞驅動彈簧彈簧彈簧彈簧用用用用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插銷製插銷製插銷製插銷

移移移移類或類或類或類或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將將將將BBBB0732073207320732「「「「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釦鉤釦鉤釦鉤釦鉤」」」」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普通普通普通普通
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釦鉤釦鉤釦鉤釦鉤【【【【五金器具五金器具五金器具五金器具】】】】」」」」

將將將將MMMM0376037603760376「「「「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錢夾錢夾錢夾錢夾」」」」及及及及 CCCC0569056905690569「「「「金金金金
屬製屬製屬製屬製錢夾錢夾錢夾錢夾」」」」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錢夾錢夾錢夾錢夾」」」」移移移移入入入入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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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6-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舖蓋板舖蓋板舖蓋板舖蓋板材材材材；；；；配配配配線槽線槽線槽線槽；；；；伸縮縫接口伸縮縫接口伸縮縫接口伸縮縫接口
蓋板蓋板蓋板蓋板；；；；金金金金屬屬屬屬製隔板製隔板製隔板製隔板…。。。。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全全全全為建築用金屬為建築用金屬為建築用金屬為建築用金屬板板板板材產品材產品材產品材產品，，，，
但但但但『『『『配線配線配線配線槽槽槽槽cable ductscable ductscable ductscable ducts』』』』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類類類「「「「電線電線電線電線、、、、
電纜電纜電纜電纜」」」」組組組組群群群群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建築用金屬板建築用金屬板建築用金屬板建築用金屬板：：：：0602060206020602

配配配配線線線線槽槽槽槽：：：：093209320932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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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1111

第第第第06060606、、、、19191919、、、、20202020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間間間間之之之之關聯關聯關聯關聯性性性性
建築板材建築板材建築板材建築板材：：：：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6666類類類類(0602)(0602)(0602)(0602)及第及第及第及第19191919類類類類(1901) (1901) (1901) (1901) 

小五金小五金小五金小五金：：：：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6666類類類類(0603)(0603)(0603)(0603)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0202020類類類類(2026)(2026)(2026)(2026)

家具及門窗附件家具及門窗附件家具及門窗附件家具及門窗附件：：：：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6666類類類類(0603)(0603)(0603)(0603)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0202020類類類類
(2026(2026(2026(2026與與與與2032)2032)2032)2032)

支架支架支架支架、、、、托架托架托架托架：：：：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應想到第6666類類類類(0601(0601(0601(0601、、、、0602060206020602與與與與0603)0603)0603)0603)、、、、
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1901)(1901)(1901)(1901)及第及第及第及第20202020類類類類(2001(2001(2001(2001與與與與2026)2026)202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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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小小小小TipsTipsTipsTips～～～～2222
0601060106010601、、、、0602060206020602、、、、0603060306030603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商品之商品之商品之商品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0601060106010601組群組群組群組群：：：：主要包括未加工及半加工之普通金屬主要包括未加工及半加工之普通金屬主要包括未加工及半加工之普通金屬主要包括未加工及半加工之普通金屬、、、、
合金及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合金及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合金及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合金及由其製成之簡單產品，，，，該該該該簡單產品簡單產品簡單產品簡單產品多多多多無特定無特定無特定無特定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0602060206020602組群組群組群組群：：：：主要包括建築用主要包括建築用主要包括建築用主要包括建築用、、、、土木土木土木土木工工工工程程程程用金屬材料用金屬材料用金屬材料用金屬材料，，，，
多為多為多為多為較較較較大大大大型型型型之建材之建材之建材之建材組組組組件或件或件或件或預鑄組預鑄組預鑄組預鑄組合合合合搭搭搭搭設之設之設之設之構架構架構架構架，，，，原原原原
則上則上則上則上，，，，建築用金屬製板建築用金屬製板建築用金屬製板建築用金屬製板、、、、牆牆牆牆、、、、樑樑樑樑、、、、架架架架、、、、欄杆欄杆欄杆欄杆、、、、桁桁桁桁、、、、
柱柱柱柱、、、、框框框框等等等等，，，，皆皆皆皆屬本屬本屬本屬本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品品品品。。。。

0603060306030603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無特定無特定無特定無特定用途之金屬用途之金屬用途之金屬用途之金屬五五五五金金金金零零零零件件件件、、、、扣扣扣扣
件件件件、、、、環環環環、、、、鉤鉤鉤鉤、、、、鍊鍊鍊鍊、、、、門把門把門把門把手手手手、、、、柄柄柄柄、、、、銷銷銷銷、、、、固定座固定座固定座固定座、、、、固定固定固定固定
片片片片等等等等，，，，多多多多屬本屬本屬本屬本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品品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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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3333

接頭接頭接頭接頭（（（（cocococouuuuppppllllininininggggssss、、、、jujujujuncncncncttttionsionsionsions、、、、jjjjoinoinoinointttt）、）、）、）、
連結器連結器連結器連結器（（（（connecconnecconnecconnecttttorororor）、）、）、）、聯結器聯結器聯結器聯結器或或或或聯軸器聯軸器聯軸器聯軸器
（（（（cocococouuuuppppllllininininggggssss）、）、）、）、緊固件緊固件緊固件緊固件（（（（ffffaaaassssttttenersenersenerseners）、）、）、）、
鐵器鐵器鐵器鐵器（（（（ironironironironmmmmononononggggererereryyyy）、）、）、）、小五金小五金小五金小五金
（（（（hahahaharrrrdwadwadwadwarererere）：）：）：）：為為為為外外外外商商商商常常常常用之商品名稱用之商品名稱用之商品名稱用之商品名稱，，，，
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可可可可能能能能跨跨跨跨第第第第7777、、、、8888、、、、9999、、、、12121212等類等類等類等類，，，，
須具體指須具體指須具體指須具體指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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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4444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與與與與「「「「電電電電」」」」本本本本身身身身有有有有關時關時關時關時，，，，應應應應想到想到想到想到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屬屬屬屬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6666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類商品皆皆皆皆需需需需手動操作手動操作手動操作手動操作，，，，如為如為如為如為「「「「手工具手工具手工具手工具」」」」
應應應應聯想到聯想到聯想到聯想到第第第第8888類類類類；；；；如係如係如係如係機械機械機械機械式或式或式或式或電氣電氣電氣電氣式式式式操操操操
作作作作，，，，則應則應則應則應聯想到與聯想到與聯想到與聯想到與第第第第7777或或或或9999類類類類有有有有關關關關。。。。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第第第第6666類商品名稱如類商品名稱如類商品名稱如類商品名稱如特特特特別別別別指指指指明使用目明使用目明使用目明使用目
的的的的者者者者，，，，即即即即可可可可能被認定為能被認定為能被認定為能被認定為非非非非屬本類商品屬本類商品屬本類商品屬本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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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7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整個第整個第整個第整個第7777類皆是機器類皆是機器類皆是機器類皆是機器、、、、工具機工具機工具機工具機，，，，故涵義廣泛故涵義廣泛故涵義廣泛故涵義廣泛

傳動零件傳動零件傳動零件傳動零件：：：：傳動機械為廣泛名稱傳動機械為廣泛名稱傳動機械為廣泛名稱傳動機械為廣泛名稱，，，，其零組件亦屬廣泛名稱其零組件亦屬廣泛名稱其零組件亦屬廣泛名稱其零組件亦屬廣泛名稱

農具農具農具農具：：：：因有機械式因有機械式因有機械式因有機械式、、、、手動式等農具手動式等農具手動式等農具手動式等農具，，，，應修正為應修正為應修正為應修正為「「「「農業用機械農業用機械農業用機械農業用機械」」」」

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機器及工具機；；；；馬達及引擎馬達及引擎馬達及引擎馬達及引擎（（（（陸上車陸上車陸上車陸上車
輛用除外輛用除外輛用除外輛用除外）；）；）；）；機器用聯結器及機器用聯結器及機器用聯結器及機器用聯結器及傳動零傳動零傳動零傳動零
件件件件（（（（陸上車輛用除外陸上車輛用除外陸上車輛用除外陸上車輛用除外）；）；）；）；農具農具農具農具；；；；孵卵孵卵孵卵孵卵
器器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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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7-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動動動動力千斤頂力千斤頂力千斤頂力千斤頂；；；；裝卸裝卸裝卸裝卸機機機機；；；；自自自自動動動動裝裝裝裝
卸卸卸卸機機機機；；；；吊吊吊吊車車車車；；；；手手手手動式動式動式動式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貨貨貨貨車車車車卸貨裝卸貨裝卸貨裝卸貨裝置置置置；；；；
纜車纜車纜車纜車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雖商品全為搬運機械雖商品全為搬運機械雖商品全為搬運機械雖商品全為搬運機械，，，，但但但但『『『『手動式千斤手動式千斤手動式千斤手動式千斤
頂頂頂頂』』』』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8888類類類類；『；『；『；『貨車卸貨裝置貨車卸貨裝置貨車卸貨裝置貨車卸貨裝置；；；；纜車纜車纜車纜車』』』』係屬係屬係屬係屬
第第第第12121212類類類類。。。。

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千斤頂；；；；動動動動力千斤頂力千斤頂力千斤頂力千斤頂；；；；裝裝裝裝卸卸卸卸機機機機；；；；自自自自動裝動裝動裝動裝卸卸卸卸機機機機；；；；
吊車吊車吊車吊車：：：：0701070107010701

手動手動手動手動式千斤頂式千斤頂式千斤頂式千斤頂：：：：0804080408040804

貨車卸貨貨車卸貨貨車卸貨貨車卸貨裝裝裝裝置置置置：：：：1206120612061206

纜纜纜纜車車車車：：：：12121212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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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7-2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淤泥淤泥淤泥淤泥收收收收集集集集器器器器、、、、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物物物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機械機械機械機械、、、、廚餘處廚餘處廚餘處廚餘處
理理理理機機機機、、、、機械用機械用機械用機械用鍋爐水垢鍋爐水垢鍋爐水垢鍋爐水垢收收收收集集集集機機機機、、、、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分類機分類機分類機分類機、、、、
工工工工業業業業用電動用電動用電動用電動碎紙碎紙碎紙碎紙機機機機、、、、廢廢廢廢氣氣氣氣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機機機機、、、、廢水淨廢水淨廢水淨廢水淨化器化器化器化器、、、、
濾水濾水濾水濾水器器器器、、、、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用用用用碎紙碎紙碎紙碎紙機機機機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商雖商雖商雖商品品品品為為為為廢廢廢廢物處理物處理物處理物處理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用品用品用品用品，，，，但但但但「「「「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物物物、、、、
垃圾垃圾垃圾垃圾」」」」屬第屬第屬第屬第7777類類類類，，，，「「「「廢氣廢氣廢氣廢氣、、、、廢廢廢廢水水水水」」」」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1111111類類類類

淤泥收集器淤泥收集器淤泥收集器淤泥收集器；；；；廢棄物處理機械廢棄物處理機械廢棄物處理機械廢棄物處理機械；；；；廚餘處理機廚餘處理機廚餘處理機廚餘處理機；；；；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用鍋爐水垢收集機用鍋爐水垢收集機用鍋爐水垢收集機用鍋爐水垢收集機；；；；垃圾分類機垃圾分類機垃圾分類機垃圾分類機；；；；工業用電動碎紙機工業用電動碎紙機工業用電動碎紙機工業用電動碎紙機：：：：
0714071407140714

廢氣處理機廢氣處理機廢氣處理機廢氣處理機；；；；廢水淨化器廢水淨化器廢水淨化器廢水淨化器：：：：1125112511251125

濾水器濾水器濾水器濾水器：：：：1115111511151115

辦公室用碎紙機辦公室用碎紙機辦公室用碎紙機辦公室用碎紙機：：：：16101610161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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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7-3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汽車輪胎打壓汽車輪胎打壓汽車輪胎打壓汽車輪胎打壓
器器器器、、、、汽車補胎器汽車補胎器汽車補胎器汽車補胎器、、、、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車車車車
輛輪胎校正器輛輪胎校正器輛輪胎校正器輛輪胎校正器、、、、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修車廠測驗台修車廠測驗台修車廠測驗台修車廠測驗台、、、、汽汽汽汽
車電腦檢測儀器車電腦檢測儀器車電腦檢測儀器車電腦檢測儀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商雖商雖商雖商品品品品為為為為有關車輛有關車輛有關車輛有關車輛保保保保養檢修養檢修養檢修養檢修之之之之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用品用品用品用品，，，，但但但但
『『『『車輛車輛車輛車輛維維維維修修修修之之之之檢檢檢檢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類類類。。。。

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汽車舉高器；；；；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輪胎檢查機；；；；汽車輪胎打壓器汽車輪胎打壓器汽車輪胎打壓器汽車輪胎打壓器；；；；汽車補汽車補汽車補汽車補
胎器胎器胎器胎器；；；；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汽車矯正檯：：：：0717071707170717

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輪胎平衡器；；；；車輛輪胎校正器車輛輪胎校正器車輛輪胎校正器車輛輪胎校正器；；；；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引擎測試計；；；；修車廠修車廠修車廠修車廠
測驗台測驗台測驗台測驗台；；；；汽車電腦檢測儀器汽車電腦檢測儀器汽車電腦檢測儀器汽車電腦檢測儀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汽車電路偵測器：：：：0952095209520952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只只只只要非醫療要非醫療要非醫療要非醫療目目目目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檢檢檢檢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測儀器商商商商品品品品，，，，皆皆皆皆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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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1111
涵涵涵涵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

『『『『XXXXXXXX機械及其機械及其機械及其機械及其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其其其其中中中中之之之之「「「「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商商商商品可品可品可品可
能能能能涉涉涉涉及第及第及第及第6666、、、、17171717類之小類之小類之小類之小五五五五金金金金零零零零件件件件

零組件中最常錯置的零組件中最常錯置的零組件中最常錯置的零組件中最常錯置的「「「「油封油封油封油封、、、、墊圈墊圈墊圈墊圈、、、、墊片墊片墊片墊片」」」」依材質分依材質分依材質分依材質分
類類類類

金屬製油封金屬製油封金屬製油封金屬製油封、、、、墊圈墊圈墊圈墊圈：：：：0616061606160616

非金屬製油封非金屬製油封非金屬製油封非金屬製油封、、、、墊圈墊圈墊圈墊圈：：：：1714171417141714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工工工工作母作母作母作母機機機機、、、、傳傳傳傳動動動動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引擎零引擎零引擎零引擎零件件件件』』』』用用用用語語語語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前前前前加用途可增加商品之明確性加用途可增加商品之明確性加用途可增加商品之明確性加用途可增加商品之明確性
「「「「研磨機研磨機研磨機研磨機」」」」修正成修正成修正成修正成「「「「金屬加工用研磨機金屬加工用研磨機金屬加工用研磨機金屬加工用研磨機」」」」

「「「「刀具刀具刀具刀具」」」」修正成修正成修正成修正成「「「「工業機械用刀具工業機械用刀具工業機械用刀具工業機械用刀具」、「」、「」、「」、「割草機用刀具割草機用刀具割草機用刀具割草機用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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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2222
『『『『管管管管件件件件』』』』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中常有各式各樣中常有各式各樣中常有各式各樣中常有各式各樣的的的的「「「「管管管管」」」」件件件件，，，，指指指指明明明明為為為為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零零零零件件件件」」」」，，，，而置於而置於而置於而置於第第第第7777、、、、11111111、、、、12121212類類類類～～～～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管管管管」」」」，，，，共共共共分屬分屬分屬分屬3333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金屬製管金屬製管金屬製管金屬製管、、、、管接頭管接頭管接頭管接頭

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非金屬製軟管非金屬製軟管非金屬製軟管非金屬製軟管、、、、管接頭管接頭管接頭管接頭

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非金屬製硬管非金屬製硬管非金屬製硬管非金屬製硬管

就算是就算是就算是就算是機械機械機械機械、、、、車輛車輛車輛車輛、、、、衛衛衛衛浴浴浴浴、、、、加加加加熱熱熱熱、、、、空調等用的管件空調等用的管件空調等用的管件空調等用的管件，，，，
請依請依請依請依材質及材質及材質及材質及軟軟軟軟、、、、硬管硬管硬管硬管歸歸歸歸第第第第6666、、、、17171717、、、、19191919類類類類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例外的例外的例外的例外的是是是是((((名稱雖名稱雖名稱雖名稱雖然然然然為為為為「「「「管管管管」」」」，，，，但為零但為零但為零但為零件件件件))))
第第第第7777類類類類：：：：引擎用排氣岐管引擎用排氣岐管引擎用排氣岐管引擎用排氣岐管

第第第第11111111類類類類：：：：加熱設備用鍋爐內部管道加熱設備用鍋爐內部管道加熱設備用鍋爐內部管道加熱設備用鍋爐內部管道((((內部旋管內部旋管內部旋管內部旋管))))

第第第第12121212類類類類：：：：車輛排氣車輛排氣車輛排氣車輛排氣、、、、進氣歧管進氣歧管進氣歧管進氣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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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8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手工用具及器具手工用具及器具手工用具及器具手工用具及器具（（（（手操作的手操作的手操作的手操作的））））；；；；剪刀剪刀剪刀剪刀
及刀叉匙餐具及刀叉匙餐具及刀叉匙餐具及刀叉匙餐具；；；；佩刀佩刀佩刀佩刀；；；；剃刀剃刀剃刀剃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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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紋紋紋紋身器身器身器身器(0803(0803(0803(0803))))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將將將將 NNNN0136013601360136    「「「「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堅果脫堅果脫堅果脫堅果脫
殼殼殼殼器器器器」」」」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堅果脫殼堅果脫殼堅果脫殼堅果脫殼器器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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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8-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燙髮燙髮燙髮燙髮用用用用捲髮捲髮捲髮捲髮器器器器；；；；捲髮捲髮捲髮捲髮器器器器；；；；髮捲髮捲髮捲髮捲；；；；家畜家畜家畜家畜用用用用
剪毛剪毛剪毛剪毛器器器器；；；；電電電電捲髮捲髮捲髮捲髮器器器器；；；；髮飾髮飾髮飾髮飾品品品品；；；；假髮假髮假髮假髮；；；；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剪剪剪剪
毛毛毛毛機機機機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雖商品均與毛髮相關雖商品均與毛髮相關雖商品均與毛髮相關雖商品均與毛髮相關，，，，但但但但『『『『電捲髮器電捲髮器電捲髮器電捲髮器』』』』
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9999類類類類；『；『；『；『髮飾品髮飾品髮飾品髮飾品；；；；假髮假髮假髮假髮』』』』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係屬第26262626類類類類；；；；
『『『『動物用剪毛機動物用剪毛機動物用剪毛機動物用剪毛機』』』』係屬係屬係屬係屬7777類類類類。。。。

燙髮燙髮燙髮燙髮用用用用捲髮捲髮捲髮捲髮器器器器；；；；捲髮捲髮捲髮捲髮器器器器；；；；髮捲髮捲髮捲髮捲；；；；家家家家畜畜畜畜用用用用剪毛剪毛剪毛剪毛器器器器：：：：
0803080308030803

髮髮髮髮飾品飾品飾品飾品：：：：2603260326032603；；；；假髮假髮假髮假髮：：：：2605260526052605

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剪毛剪毛剪毛剪毛機機機機((((機械機械機械機械))))：：：：070407040704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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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小小小小TipsTipsTipsTips

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
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器具器具器具器具、、、、手手手手工具工具工具工具((((手手手手操作的器具操作的器具操作的器具操作的器具))))、、、、捕捕捕捕
獵獵獵獵用具用具用具用具、、、、餐餐餐餐具具具具、、、、理理理理容用具容用具容用具容用具、、、、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具用具用具用具、、、、
打印打印打印打印用具用具用具用具

『『『『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器具器具器具器具』』』』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指甲研磨指甲研磨指甲研磨指甲研磨器器器器：：：：0803080308030803

非動非動非動非動力力力力手動手動手動手動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器器器器：：：：0809080908090809

牙齒研磨牙齒研磨牙齒研磨牙齒研磨器器器器：：：：1003100310031003

食物食物食物食物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器器器器、、、、手動手動手動手動式胡椒研磨式胡椒研磨式胡椒研磨式胡椒研磨器器器器：：：：2101210121012101

浮石浮石浮石浮石、、、、砂砂砂砂紙紙紙紙、、、、砂砂砂砂布布布布：：：：03100310031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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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科科科科學學學學、、、、航海航海航海航海、、、、測量測量測量測量、、、、攝影攝影攝影攝影、、、、電電電電影影影影、、、、光光光光學學學學、、、、計重計重計重計重、、、、
計量計量計量計量、、、、信信信信號號號號、、、、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監督監督監督監督）、）、）、）、救生救生救生救生和和和和教教教教學用具學用具學用具學用具
及及及及儀儀儀儀器器器器；；；；聲聲聲聲音或音或音或音或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記記記記錄錄錄錄、、、、傳送傳送傳送傳送或或或或複複複複製製製製（（（（再生再生再生再生））））
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電電電電力傳導力傳導力傳導力傳導、、、、開開開開關關關關、、、、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蓄積蓄積蓄積蓄積、、、、調節調節調節調節
或或或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用用用用儀儀儀儀器及器具器及器具器及器具器及器具；；；；磁磁磁磁性性性性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載體載體載體載體、、、、記記記記錄磁錄磁錄磁錄磁
碟碟碟碟；；；；自自自自動動動動販賣販賣販賣販賣機及機及機及機及貨幣貨幣貨幣貨幣操作操作操作操作（（（（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器具之機器具之機器具之機器具之機
械械械械裝裝裝裝置置置置；；；；現金出現金出現金出現金出納納納納機機機機、、、、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機及機及機及機及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處理設備處理設備處理設備處理設備；；；；
滅滅滅滅火器械火器械火器械火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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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1
科科科科學學學學、、、、航海航海航海航海、、、、測量測量測量測量、、、、攝影攝影攝影攝影、、、、電電電電影影影影、、、、光光光光學學學學、、、、計重計重計重計重、、、、
計量計量計量計量、、、、信信信信號號號號、、、、檢檢檢檢查查查查（（（（監督監督監督監督）、）、）、）、救生救生救生救生和和和和教教教教學用具學用具學用具學用具
及及及及儀儀儀儀器器器器

航海航海航海航海器械器械器械器械和和和和儀器儀器儀器儀器：：：：0939093909390939、、、、0952095209520952

攝影裝攝影裝攝影裝攝影裝置置置置、、、、電影設備電影設備電影設備電影設備：：：：0919091909190919

計重計重計重計重器器器器：：：：0952095209520952

聲聲聲聲音或音或音或音或影像影像影像影像記記記記錄錄錄錄、、、、傳送傳送傳送傳送或或或或複複複複製製製製（（（（再生再生再生再生））））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

聲聲聲聲音或影音或影音或影音或影像像像像記錄記錄記錄記錄或或或或複複複複製製製製（（（（再再再再生生生生））））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0920092009200920

聲聲聲聲音或影音或影音或影音或影像像像像傳送傳送傳送傳送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用器具，，，，可能可能可能可能為為為為電電電電腦腦腦腦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廣廣廣廣播播播播
視聽視聽視聽視聽設備設備設備設備、、、、行動裝行動裝行動裝行動裝置置置置、、、、通通通通訊訊訊訊網網網網路路路路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設備等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實實實實
屬屬屬屬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應應應應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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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2
電力傳導電力傳導電力傳導電力傳導、、、、開關開關開關開關、、、、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蓄積蓄積蓄積蓄積、、、、調節或控制用儀調節或控制用儀調節或控制用儀調節或控制用儀
器及器具器及器具器及器具器及器具

電電電電力力力力蓄蓄蓄蓄積積積積用儀器及器具用儀器及器具用儀器及器具用儀器及器具，，，，常為常為常為常為電電電電池池池池、、、、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能裝能裝能裝能裝
置置置置((((分屬第分屬第分屬第分屬第9999、、、、11111111類類類類))))，，，，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應應應應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電電電電力傳力傳力傳力傳導導導導、、、、開開開開關關關關、、、、轉換轉換轉換轉換、、、、調調調調節節節節或或或或控制控制控制控制用儀器及用儀器及用儀器及用儀器及
器具器具器具器具，，，，則則則則為為為為0943094309430943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密技密技密技密技：：：：看到看到看到看到電電電電力就力就力就力就想到想到想到想到0943)0943)0943)0943)

磁磁磁磁性性性性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載載載載體體體體、、、、記錄記錄記錄記錄磁磁磁磁碟碟碟碟((((0917091709170917))))

自自自自動動動動販賣販賣販賣販賣機機機機((((0945094509450945))))及及及及貨貨貨貨幣操幣操幣操幣操作作作作（（（（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器具之機械裝器具之機械裝器具之機械裝器具之機械裝
置置置置((((0918091809180918))))

現現現現金金金金出納出納出納出納機機機機((((0918091809180918))))、、、、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機機機機((((0918)0918)0918)0918)

資資資資料處理設備料處理設備料處理設備料處理設備((((0917091709170917))))

滅滅滅滅火器械火器械火器械火器械((((093509350935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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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在在在在『『『『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的的的的「「「「僅僅僅僅與與與與電電電電視視視視機機機機連連連連用用用用
之之之之娛娛娛娛樂裝樂裝樂裝樂裝置置置置」」」」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僅僅僅僅與與與與外外外外接顯接顯接顯接顯示示示示屏幕屏幕屏幕屏幕或或或或顯顯顯顯示器示器示器示器連連連連
用之用之用之用之娛娛娛娛樂裝樂裝樂裝樂裝置置置置」」」」

新新新新增增增增：：：：基基基基因晶因晶因晶因晶片片片片（（（（DDDDNNNNAAAA晶晶晶晶片片片片）、）、）、）、數位數位數位數位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碟播碟播碟播碟播放放放放機機機機、、、、
自自自自動動動動提款提款提款提款機機機機【【【【AAAATMTMTMTM】、】、】、】、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信號燈信號燈信號燈信號燈【【【【信號信號信號信號裝裝裝裝置置置置】、】、】、】、騎馬騎馬騎馬騎馬
用用用用頭頭頭頭盔盔盔盔、、、、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用用用用特特特特製服裝製服裝製服裝製服裝、、、、電電電電話免持話免持話免持話免持裝裝裝裝置置置置、、、、磁磁磁磁性性性性編編編編
碼身份識碼身份識碼身份識碼身份識別別別別手環手環手環手環

移移移移類或類或類或類或改改改改變變變變：：：：

將將將將G0030G0030G0030G0030「「「「與電視機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與電視機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與電視機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與電視機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與外接顯與外接顯與外接顯與外接顯
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

將將將將A0272A0272A0272A0272「「「「與電視連用的娛樂裝置與電視連用的娛樂裝置與電視連用的娛樂裝置與電視連用的娛樂裝置」」」」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與外接顯示屏幕與外接顯示屏幕與外接顯示屏幕與外接顯示屏幕
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或顯示器連用的電子遊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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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9-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快閃記憶體、、、、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光碟機光碟機光碟機光碟機、、、、MP3MP3MP3MP3、、、、MP4MP4MP4MP4、、、、
CDCDCDCD、、、、VCDVCDVCDVCD、、、、DVDDVDDVDDVD、、、、CDCDCDCD----ROMROMROMROM、、、、DVDDVDDVDDVD----ROMROMROMROM、、、、DVD PlayerDVD PlayerDVD PlayerDVD Player。。。。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多為多為多為多為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者者者者習習習習用之用之用之用之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但但但但切切切切記記記記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書寫書寫書寫書寫
外外外外文文文文，，，，也也也也請請請請小小小小心誤心誤心誤心誤用他用他用他用他人人人人之之之之商商商商標標標標。。。。

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為為為為精精精精威威威威科技科技科技科技註註註註冊冊冊冊第第第第672608號號號號商商商商標標標標，，，，
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攜攜攜攜帶帶帶帶式記式記式記式記憶憶憶憶體體體體裝裝裝裝置置置置」」」」

MMMMP3P3P3P3、、、、MMMMP4P4P4P4：：：：是是是是一一一一種種種種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壓縮格壓縮格壓縮格壓縮格式式式式，，，，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
「「「「MMMMP3P3P3P3播播播播放放放放機機機機、、、、MMMMP4P4P4P4播播播播放放放放機機機機」」」」

CCCCDDDD、、、、VCVCVCVCDDDD、、、、DDDDVVVVDDDD：：：：雷雷雷雷射射射射唱唱唱唱片片片片、、、、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碟碟碟碟、、、、數位數位數位數位
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影音光碟碟碟碟

CCCCDDDD----RRRROMOMOMOM、、、、DDDDVVVVDDDD----RRRROMOMOMOM、、、、DDDDVVVVD PlayerD PlayerD PlayerD Player：：：：光光光光碟碟碟碟機機機機、、、、數數數數
位位位位光光光光碟碟碟碟機機機機、、、、數位數位數位數位光光光光碟播碟播碟播碟播放放放放機機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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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9-2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影印影印影印影印機及其組件機及其組件機及其組件機及其組件；；；；印印印印表機表機表機表機；；；；影印影印影印影印機機機機
及列及列及列及列印印印印機用機用機用機用碳粉碳粉碳粉碳粉、、、、碳粉匣碳粉匣碳粉匣碳粉匣、、、、空碳粉匣空碳粉匣空碳粉匣空碳粉匣、、、、墨墨墨墨
水水水水、、、、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空墨水匣空墨水匣空墨水匣空墨水匣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碳粉匣碳粉匣碳粉匣碳粉匣、、、、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是是是是影印影印影印影印
機及機及機及機及印印印印表機的組件表機的組件表機的組件表機的組件，，，，但尼斯但尼斯但尼斯但尼斯8888版版版版移移移移至至至至第第第第2222類類類類

影影影影印印印印機及其機及其機及其機及其組組組組件件件件、、、、印表印表印表印表機機機機：：：：0915091509150915、、、、0917091709170917

影影影影印印印印機及機及機及機及列印列印列印列印機用機用機用機用碳碳碳碳粉粉粉粉、、、、碳碳碳碳粉粉粉粉匣匣匣匣、、、、空空空空碳碳碳碳粉粉粉粉匣匣匣匣、、、、
墨墨墨墨水水水水、、、、墨墨墨墨水水水水匣匣匣匣、、、、空空空空墨墨墨墨水水水水匣匣匣匣：：：：020802080208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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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1

『『『『MONITOR』』』』
動詞動詞動詞動詞：：：：監聽監聽監聽監聽，，，，監督監督監督監督(人人人人、、、、機械等機械等機械等機械等)；；；；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放射性強度放射性強度放射性強度放射性強度)

名詞名詞名詞名詞：：：：監聽器監聽器監聽器監聽器;監視器監視器監視器監視器;監控器監控器監控器監控器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在在在在第第第第9類外類外類外類外商常商常商常商常用之用之用之用之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中中中中文文文文通通通通常常常常譯譯譯譯為為為為監視監視監視監視
器器器器，，，，但但但但我國我國我國我國業者及消業者及消業者及消業者及消費費費費者者者者對對對對監視監視監視監視器的用器的用器的用器的用法紛亂法紛亂法紛亂法紛亂不不不不一一一一
(故故故故請請請請勿直譯此勿直譯此勿直譯此勿直譯此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在在在在第第第第9類類類類有有有有四個四個四個四個組群組群組群組群之之之之考考考考量量量量：：：：

0917、、、、0939之電腦螢幕之電腦螢幕之電腦螢幕之電腦螢幕、、、、電腦顯示器電腦顯示器電腦顯示器電腦顯示器、、、、顯示器顯示器顯示器顯示器。。。。

0943 之監控之監控之監控之監控(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裝置裝置裝置裝置，，，，如如如如：：：：電源監控電源監控電源監控電源監控(控制控制控制控制)裝置裝置裝置裝置。。。。

0952 之監測之監測之監測之監測(測試測試測試測試)裝置裝置裝置裝置，，，，如如如如：：：：廢氣濃度監測廢氣濃度監測廢氣濃度監測廢氣濃度監測(測試測試測試測試)器器器器。。。。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請請請請稍留意稍留意稍留意稍留意申請人商申請人商申請人商申請人商品品品品市場市場市場市場為為為為何何何何，，，，以以以以判斷判斷判斷判斷中中中中文文文文
究竟究竟究竟究竟該該該該如如如如何翻譯何翻譯何翻譯何翻譯；；；；若若若若無無無無法判斷法判斷法判斷法判斷，，，，請請請請探求探求探求探求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真意真意真意真意。。。。



70

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2

『『『『MODULE』』』』
名詞名詞名詞名詞：：：：模數模數模數模數((((建築部件等的度量單位建築部件等的度量單位建築部件等的度量單位建築部件等的度量單位))))、、、、預製件預製件預製件預製件；；；；組組組組
件件件件、、、、單元單元單元單元；；；；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第第第第9類類類類外外外外商常用之名稱商常用之名稱商常用之名稱商常用之名稱，，，，中中中中文文文文通常通常通常通常直直直直
譯譯譯譯為為為為模組模組模組模組，，，，係指係指係指係指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已已已已具功能性之半成品具功能性之半成品具功能性之半成品具功能性之半成品狀狀狀狀
態態態態，，，，但單寫但單寫但單寫但單寫「「「「模組模組模組模組」」」」涵涵涵涵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需前需前需前需前加功能加功能加功能加功能
性性性性文文文文字字字字，，，，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0917 之記憶體模組之記憶體模組之記憶體模組之記憶體模組、、、、電腦鑑識模組電腦鑑識模組電腦鑑識模組電腦鑑識模組

0939 之訊號接收模組之訊號接收模組之訊號接收模組之訊號接收模組、、、、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液晶顯示器背光模組

0943 之電源供應模組之電源供應模組之電源供應模組之電源供應模組、、、、電源輸入模組電源輸入模組電源輸入模組電源輸入模組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模組之分類係跟隨主物組群模組之分類係跟隨主物組群模組之分類係跟隨主物組群模組之分類係跟隨主物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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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0類類類類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內科內科內科內科、、、、牙科和獸醫用器具及牙科和獸醫用器具及牙科和獸醫用器具及牙科和獸醫用器具及
儀器儀器儀器儀器，，，，義肢義肢義肢義肢、、、、義眼義眼義眼義眼、、、、假牙假牙假牙假牙；；；；整形用整形用整形用整形用
品品品品；；；；傷口縫合材料傷口縫合材料傷口縫合材料傷口縫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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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新新新增增增增：：：：醫療廢棄醫療廢棄醫療廢棄醫療廢棄物物物物專專專專用容用容用容用容器器器器、、、、支撐懸吊支撐懸吊支撐懸吊支撐懸吊
繃帶繃帶繃帶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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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0-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醫療醫療醫療醫療及及及及臨床臨床臨床臨床實實實實驗驗驗驗用用用用器具器具器具器具、、、、醫療器醫療器醫療器醫療器
材材材材、、、、輪椅輪椅輪椅輪椅、、、、病床病床病床病床。。。。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雖俱為醫療或傷病患者所用器具雖俱為醫療或傷病患者所用器具雖俱為醫療或傷病患者所用器具雖俱為醫療或傷病患者所用器具，「，「，「，「臨臨臨臨
床實驗用器具床實驗用器具床實驗用器具床實驗用器具、、、、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醫療器材」」」」涵義廣泛涵義廣泛涵義廣泛涵義廣泛，，，，有跨類之有跨類之有跨類之有跨類之
虞虞虞虞，「，「，「，「輪椅輪椅輪椅輪椅」」」」為第為第為第為第12121212類類類類，「，「，「，「病床病床病床病床」」」」為第為第為第為第20202020類類類類。。。。

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實驗室用儀器用儀器用儀器用儀器：：：：0921092109210921

醫療用醫療用醫療用醫療用診斷診斷診斷診斷器具器具器具器具：：：：1003100310031003

輪輪輪輪椅椅椅椅：：：：1213121312131213

醫療用床醫療用床醫療用床醫療用床：：：：1007100710071007

病病病病床床床床：：：：2001200120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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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1111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1003100310031003：：：：手術顯微鏡手術顯微鏡手術顯微鏡手術顯微鏡
0921092109210921：：：：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顯微鏡

1003100310031003：：：：牙科用洗牙機牙科用洗牙機牙科用洗牙機牙科用洗牙機
2102210221022102：：：：家用電動家用電動家用電動家用電動沖沖沖沖牙牙牙牙器器器器

1010101010101010：：：：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助行器
1213121312131213：：：：輪輪輪輪椅椅椅椅

1010101010101010：：：：植髮用人工毛髮植髮用人工毛髮植髮用人工毛髮植髮用人工毛髮
假髮假髮假髮假髮：：：：第第第第26262626類類類類

體脂計體脂計體脂計體脂計：：：：第第第第10101010類類類類
體重計體重計體重計體重計：：：：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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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2222

外科用物外科用物外科用物外科用物 第第第第10類類類類 V.S第第第第5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10101010類類類類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用植用植用植用植入入入入物物物物、、、、人人人人工關工關工關工關節節節節、、、、假牙假牙假牙假牙

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
外科外科外科外科植植植植入活入活入活入活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外科外科外科外科或或或或整型外科整型外科整型外科整型外科用用用用
骨頭骨頭骨頭骨頭結合物結合物結合物結合物、、、、填填填填牙牙牙牙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第第第第10101010類植類植類植類植入入入入物多是成品物多是成品物多是成品物多是成品，，，，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人人人人工關工關工關工關
節節節節、、、、鋼釘等鋼釘等鋼釘等鋼釘等，，，，第第第第5555類則類則類則類則較較較較屬材料類屬材料類屬材料類屬材料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活活活活
體體體體組織組織組織組織、、、、骨水泥骨水泥骨水泥骨水泥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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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3333

繃帶繃帶繃帶繃帶 第第第第10類類類類 V.S第第第第5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10101010類類類類
彈彈彈彈性性性性繃帶繃帶繃帶繃帶、、、、矯矯矯矯形形形形用用用用膝繃帶膝繃帶膝繃帶膝繃帶

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
包紮傷包紮傷包紮傷包紮傷口口口口用用用用繃帶繃帶繃帶繃帶

彈彈彈彈性性性性繃帶繃帶繃帶繃帶：：：：具有具有具有具有較高彈較高彈較高彈較高彈性之性之性之性之繃帶繃帶繃帶繃帶，，，，主要用於主要用於主要用於主要用於固固固固
定定定定骨骨骨骨骼偏骼偏骼偏骼偏移移移移、、、、肌肉拉傷肌肉拉傷肌肉拉傷肌肉拉傷或或或或施施施施行行行行壓壓壓壓迫治迫治迫治迫治療療療療，，，，並並並並非非非非
用來用來用來用來包紮傷包紮傷包紮傷包紮傷口口口口，，，，而而而而是用來是用來是用來是用來固固固固定定定定受受受受傷傷傷傷部部部部位位位位及及及及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靜脈逆流靜脈逆流靜脈逆流靜脈逆流及及及及鬱血鬱血鬱血鬱血現現現現象象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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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1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照明照明照明照明、、、、加熱加熱加熱加熱、、、、產生蒸氣產生蒸氣產生蒸氣產生蒸氣、、、、烹飪烹飪烹飪烹飪、、、、冷凍冷凍冷凍冷凍、、、、
乾燥乾燥乾燥乾燥、、、、通風通風通風通風、、、、給水及衛生給水及衛生給水及衛生給水及衛生設備裝置設備裝置設備裝置設備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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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工工工工業業業業用用用用微波微波微波微波爐爐爐爐、、、、烤麵包烤麵包烤麵包烤麵包機機機機、、、、冷藏展示冷藏展示冷藏展示冷藏展示
櫃櫃櫃櫃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燈架燈架燈架燈架、、、、照照照照明防護明防護明防護明防護裝裝裝裝置置置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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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11-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浴缸浴缸浴缸浴缸、、、、盥洗台盥洗台盥洗台盥洗台、、、、洗面槽洗面槽洗面槽洗面槽、、、、洗臉台洗臉台洗臉台洗臉台、、、、毛毛毛毛
巾架巾架巾架巾架、、、、浴室化粧鏡箱浴室化粧鏡箱浴室化粧鏡箱浴室化粧鏡箱、、、、浴盆浴盆浴盆浴盆、、、、衛浴設備衛浴設備衛浴設備衛浴設備、、、、已已已已
設衛生器具之流動廁所設衛生器具之流動廁所設衛生器具之流動廁所設衛生器具之流動廁所、、、、流動廁所流動廁所流動廁所流動廁所((((未設衛未設衛未設衛未設衛

生設備生設備生設備生設備))))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全全全全為為為為衛浴衛浴衛浴衛浴、、、、衛生設備衛生設備衛生設備衛生設備相關用品相關用品相關用品相關用品

衛衛衛衛浴浴浴浴設備設備設備設備：：：：1109110911091109

毛毛毛毛巾巾巾巾架架架架、、、、浴浴浴浴室室室室化化化化粧粧粧粧鏡鏡鏡鏡箱箱箱箱、、、、浴浴浴浴盆盆盆盆：：：：211902211902211902211902

流流流流動動動動廁所廁所廁所廁所((((未設衛生設備未設衛生設備未設衛生設備未設衛生設備))))：：：：190119011901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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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11-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魚缸魚缸魚缸魚缸、、、、水族箱水族箱水族箱水族箱、、、、水族箱蓋水族箱蓋水族箱蓋水族箱蓋、、、、魚缸水箱魚缸水箱魚缸水箱魚缸水箱
淨水裝置淨水裝置淨水裝置淨水裝置、、、、魚缸水箱加熱裝置魚缸水箱加熱裝置魚缸水箱加熱裝置魚缸水箱加熱裝置、、、、水族箱過濾水族箱過濾水族箱過濾水族箱過濾
裝置裝置裝置裝置、、、、魚缸溫度控制器魚缸溫度控制器魚缸溫度控制器魚缸溫度控制器、、、、水族箱用過濾槽水族箱用過濾槽水族箱用過濾槽水族箱用過濾槽、、、、
魚缸用幫浦魚缸用幫浦魚缸用幫浦魚缸用幫浦、、、、魚缸用缸底集渣板魚缸用缸底集渣板魚缸用缸底集渣板魚缸用缸底集渣板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魚缸魚缸魚缸魚缸及及及及週邊週邊週邊週邊產品產品產品產品，，，，分屬分屬分屬分屬3333類類類類
魚魚魚魚缸缸缸缸本本本本體體體體((((魚魚魚魚缸缸缸缸、、、、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箱箱箱、、、、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蓋箱蓋箱蓋箱蓋))))：：：：2130213021302130

魚魚魚魚缸缸缸缸水過水過水過水過濾濾濾濾及加及加及加及加熱熱熱熱裝裝裝裝置置置置：：：：1130113011301130

除上除上除上除上述述述述2222類外之魚類外之魚類外之魚類外之魚缸缸缸缸用裝用裝用裝用裝置置置置及及及及組組組組件件件件((((魚魚魚魚缸溫度控缸溫度控缸溫度控缸溫度控
制制制制器器器器、、、、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用過箱用過箱用過箱用過濾槽濾槽濾槽濾槽、、、、魚魚魚魚缸缸缸缸用用用用幫浦幫浦幫浦幫浦、、、、魚魚魚魚缸缸缸缸用用用用
缸底集渣缸底集渣缸底集渣缸底集渣板板板板))))::::073407340734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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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2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車輛車輛車輛車輛（（（（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交通工具））））；；；；陸運陸運陸運陸運、、、、空運或水空運或水空運或水空運或水
運用器具運用器具運用器具運用器具



82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船船船船用用用用桅桿桅桿桅桿桅桿、、、、踏踏踏踏板板板板車車車車（（（（車車車車輛輛輛輛）、）、）、）、方方方方向盤向盤向盤向盤
罩罩罩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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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2-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船舶船舶船舶船舶及其零組件及其零組件及其零組件及其零組件、、、、船舶船舶船舶船舶用用用用馬達馬達馬達馬達、、、、飛飛飛飛機及機及機及機及
其零組件其零組件其零組件其零組件、、、、飛飛飛飛機機機機引擎引擎引擎引擎、、、、汽汽汽汽機車及其零組件機車及其零組件機車及其零組件機車及其零組件、、、、汽汽汽汽
機車用機車用機車用機車用馬達馬達馬達馬達、、、、汽汽汽汽車電動車電動車電動車電動窗窗窗窗控制控制控制控制馬達馬達馬達馬達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第第第第12121212類除類除類除類除了了了了陸陸陸陸上車上車上車上車輛輛輛輛用的用的用的用的馬達馬達馬達馬達外外外外，，，，其其其其
他種類他種類他種類他種類引擎引擎引擎引擎、、、、馬達馬達馬達馬達皆屬第皆屬第皆屬第皆屬第7777類類類類

陸陸陸陸上上上上車輛車輛車輛車輛用的用的用的用的馬達馬達馬達馬達、、、、引擎引擎引擎引擎：：：：1206120612061206

船舶船舶船舶船舶用用用用馬達馬達馬達馬達、、、、飛飛飛飛機機機機引擎引擎引擎引擎、、、、汽汽汽汽車車車車電動電動電動電動窗控制馬達窗控制馬達窗控制馬達窗控制馬達
((((非非非非陸陸陸陸上上上上車輛車輛車輛車輛用的用的用的用的馬達馬達馬達馬達、、、、引擎引擎引擎引擎))))：：：：07240724072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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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2-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汽機車鎖汽機車鎖汽機車鎖汽機車鎖、、、、汽車排檔鎖汽車排檔鎖汽車排檔鎖汽車排檔鎖、、、、汽車用密碼汽車用密碼汽車用密碼汽車用密碼
鎖鎖鎖鎖、、、、汽車中控鎖汽車中控鎖汽車中控鎖汽車中控鎖、、、、汽車用汽車用汽車用汽車用非金屬鎖具非金屬鎖具非金屬鎖具非金屬鎖具、、、、防盜防盜防盜防盜
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車輛用防盜警報器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皆為皆為皆為皆為鎖鎖鎖鎖具具具具，，，，依其功能依其功能依其功能依其功能、、、、材材材材質質質質分屬分屬分屬分屬

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鎖鎖鎖鎖((((汽汽汽汽機機機機車車車車鎖鎖鎖鎖、、、、汽汽汽汽車車車車排檔鎖排檔鎖排檔鎖排檔鎖))))：：：：0623062306230623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鎖鎖鎖鎖((((汽汽汽汽車車車車用用用用密密密密碼鎖碼鎖碼鎖碼鎖))))::::0947094709470947

汽汽汽汽車中車中車中車中控鎖控鎖控鎖控鎖((((汽汽汽汽車組車組車組車組件件件件))))：：：：1206120612061206

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鎖鎖鎖鎖具具具具((((汽汽汽汽車車車車用非金屬用非金屬用非金屬用非金屬鎖鎖鎖鎖具具具具))))：：：：2027202720272027

非非非非車輛車輛車輛車輛用防用防用防用防盜盜盜盜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防防防防盜盜盜盜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警報器))))：：：：094909490949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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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

纜線運纜線運纜線運纜線運輸輸輸輸用器材及用器材及用器材及用器材及設備設備設備設備；；；；陸陸陸陸上上上上、、、、空空空空中中中中、、、、水水水水
上或是鐵上或是鐵上或是鐵上或是鐵路路路路運運運運載載載載工具工具工具工具；；；；電動電動電動電動交交交交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內內內內
胎胎胎胎修理修理修理修理用具用具用具用具；；；；車車車車輛輛輛輛用用用用內內內內部部部部裝裝裝裝潢潢潢潢

「「「「電動電動電動電動車車車車」」」」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電動電動電動電動自自自自行行行行車車車車、、、、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電動機車車車車、、、、
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汽汽汽汽車車車車、、、、電動電動電動電動三三三三輪輪輪輪車車車車、、、、電動電動電動電動四四四四輪輪輪輪車車車車、、、、電動輪電動輪電動輪電動輪
椅椅椅椅、、、、電動滑板電動滑板電動滑板電動滑板車車車車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涵義涵義涵義涵義不明不明不明不明：：：：

船船船船裝卸貨裝卸貨裝卸貨裝卸貨物用物用物用物用裝裝裝裝置置置置；；；；打打打打氣氣氣氣輪胎輪胎輪胎輪胎用用用用外外外外套套套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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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3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發發發發射體射體射體射體：：：：因因因因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有有有有發發發發射射射射衛衛衛衛星星星星，，，，第第第第12121212類類類類有人造有人造有人造有人造

衛衛衛衛星騰星騰星騰星騰空火空火空火空火箭箭箭箭，，，，故應故應故應故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發發發發射體射體射體射體((((武武武武器器器器))))」」」」

火器火器火器火器；；；；火藥及火藥及火藥及火藥及發射體發射體發射體發射體；；；；爆炸物爆炸物爆炸物爆炸物；；；；煙火煙火煙火煙火



87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個個個個人人人人防護用防護用防護用防護用噴霧噴霧噴霧噴霧器器器器(1303(1303(1303(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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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3-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手槍手槍手槍手槍；；；；裝彈器裝彈器裝彈器裝彈器；；；；槍及來福槍用槍及來福槍用槍及來福槍用槍及來福槍用
瞄準器瞄準器瞄準器瞄準器；；；；望遠瞄準器以外的火器瞄準望遠瞄準器以外的火器瞄準望遠瞄準器以外的火器瞄準望遠瞄準器以外的火器瞄準
器器器器；；；；火器用瞄準望遠鏡火器用瞄準望遠鏡火器用瞄準望遠鏡火器用瞄準望遠鏡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全全全全為為為為槍枝槍枝槍枝槍枝及及及及槍枝瞄槍枝瞄槍枝瞄槍枝瞄準用器具準用器具準用器具準用器具，，，，
但但但但『『『『火器用火器用火器用火器用瞄瞄瞄瞄準準準準望遠鏡望遠鏡望遠鏡望遠鏡 』』』』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的類的類的類的「「「「望望望望
遠鏡遠鏡遠鏡遠鏡」」」」組組組組群群群群。。。。

槍槍槍槍用用用用瞄準瞄準瞄準瞄準器器器器((((軍軍軍軍火器火器火器火器))))：：：：1302130213021302

火器用火器用火器用火器用瞄準望遠鏡瞄準望遠鏡瞄準望遠鏡瞄準望遠鏡 ：：：：092309230923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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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3-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沖天炮沖天炮沖天炮沖天炮、、、、水鴛鴦炮水鴛鴦炮水鴛鴦炮水鴛鴦炮、、、、龍炮龍炮龍炮龍炮、、、、表表表表

演用火炬演用火炬演用火炬演用火炬、、、、仙女棒仙女棒仙女棒仙女棒、、、、煙火產品煙火產品煙火產品煙火產品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仙女棒仙女棒仙女棒仙女棒』』』』是是是是消費者耳熟消費者耳熟消費者耳熟消費者耳熟能能能能詳詳詳詳的名的名的名的名
稱稱稱稱，，，，為為為為「「「「山鈦山鈦山鈦山鈦煙火工煙火工煙火工煙火工業業業業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有有有限公限公限公限公司司司司」」」」民民民民國國國國
68686868年申請年申請年申請年申請註註註註冊冊冊冊之商標之商標之商標之商標（（（（註註註註冊冊冊冊第第第第131447131447131447131447號號號號，，，，專專專專
用用用用期間期間期間期間至至至至99999999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5151515日日日日））））

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火火火火花棒花棒花棒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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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4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貴金屬及其合金以及貴金屬及其合金以及貴金屬及其合金以及貴金屬及其合金以及不屬別類之貴重不屬別類之貴重不屬別類之貴重不屬別類之貴重
金屬製品金屬製品金屬製品金屬製品或或或或鍍有貴重金屬之物品鍍有貴重金屬之物品鍍有貴重金屬之物品鍍有貴重金屬之物品；；；；珠珠珠珠
寶寶寶寶、、、、寶石寶石寶石寶石；；；；鐘錶及計時儀器鐘錶及計時儀器鐘錶及計時儀器鐘錶及計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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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
將將將將「「「「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貴金屬產品和一般珠寶貴金屬產品和一般珠寶貴金屬產品和一般珠寶貴金屬產品和一般珠寶、、、、鐘及錶鐘及錶鐘及錶鐘及錶
」」」」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本類主要包括貴重金屬、、、、不屬別類之貴金屬產品和不屬別類之貴金屬產品和不屬別類之貴金屬產品和不屬別類之貴金屬產品和
一般珠寶一般珠寶一般珠寶一般珠寶、、、、鐘及錶鐘及錶鐘及錶鐘及錶」」」」

在在在在『『『『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中的中的中的中的「「「「某些貴金屬產品某些貴金屬產品某些貴金屬產品某些貴金屬產品（（（（按其功能及用途按其功能及用途按其功能及用途按其功能及用途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畫家畫家畫家畫家、、、、室內裝潢業者室內裝潢業者室內裝潢業者室內裝潢業者、、、、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
屬箔及金屬粉屬箔及金屬粉屬箔及金屬粉屬箔及金屬粉（（（（第第第第2222類類類類）、）、）、）、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刀叉匙刀叉匙刀叉匙刀叉匙
餐具餐具餐具餐具（（（（第第第第8888類類類類）、）、）、）、電氣接觸片電氣接觸片電氣接觸片電氣接觸片（（（（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金筆尖金筆尖金筆尖金筆尖（（（（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
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按功能及用途分類之貴金屬產品按功能及用途分類之貴金屬產品按功能及用途分類之貴金屬產品按功能及用途分類之貴金屬產品，，，，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畫家畫家畫家畫家、、、、室內室內室內室內
裝潢業者裝潢業者裝潢業者裝潢業者、、、、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屬箔及金屬粉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屬箔及金屬粉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屬箔及金屬粉印刷業者及藝術家用之金屬箔及金屬粉（（（（第第第第2222類類類類））））
、、、、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牙醫用金汞合金（（（（第第第第5555類類類類）、）、）、）、刀叉匙餐具刀叉匙餐具刀叉匙餐具刀叉匙餐具（（（（第第第第8888類類類類）、）、）、）、電氣接電氣接電氣接電氣接
觸片觸片觸片觸片（（（（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金筆尖金筆尖金筆尖金筆尖（（（（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茶壺茶壺茶壺茶壺（（（（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金絲金絲金絲金絲
及銀絲刺繡鑲邊及銀絲刺繡鑲邊及銀絲刺繡鑲邊及銀絲刺繡鑲邊（（（（第第第第26262626類類類類）、）、）、）、雪茄盒雪茄盒雪茄盒雪茄盒（（（（第第第第34343434類類類類）」）」）」）」

刪刪刪刪除除除除：：：：商商商商品品品品繁繁繁繁多多多多不及備不及備不及備不及備載載載載，，，，詳參詳參詳參詳參本本本本局局局局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999版版版版
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商商商商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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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4-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寶石寶石寶石寶石、、、、天珠天珠天珠天珠、、、、珍珠珍珠珍珠珍珠、、、、翡翠翡翠翡翠翡翠、、、、玉石玉石玉石玉石、、、、瑪瑪瑪瑪
瑙瑙瑙瑙、、、、水晶水晶水晶水晶、、、、琥珀琥珀琥珀琥珀、、、、珊瑚珊瑚珊瑚珊瑚、、、、人造珊瑚人造珊瑚人造珊瑚人造珊瑚、、、、琥珀製琥珀製琥珀製琥珀製
珠寶珠寶珠寶珠寶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皆為皆為皆為皆為消費者認消費者認消費者認消費者認定定定定昂昂昂昂貴貴貴貴、、、、價值高價值高價值高價值高之之之之飾飾飾飾品品品品，，，，

且且且且常與常與常與常與珠寶珠寶珠寶珠寶、、、、飾飾飾飾品混製品混製品混製品混製，，，，但但但但依依依依生生生生成材成材成材成材質質質質之不同之不同之不同之不同
分屬分屬分屬分屬二二二二類類類類

貴貴貴貴重礦重礦重礦重礦物物物物、、、、已已已已製成製成製成製成珠珠珠珠寶寶寶寶飾品飾品飾品飾品((((寶石寶石寶石寶石、、、、琥珀琥珀琥珀琥珀製製製製珠珠珠珠寶寶寶寶))))：：：：
1401140114011401

動植物動植物動植物動植物遺遺遺遺體體體體((((琥珀琥珀琥珀琥珀、、、、珊瑚珊瑚珊瑚珊瑚、、、、人造人造人造人造珊瑚珊瑚珊瑚珊瑚等等等等))))：：：：20162016201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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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分類分類分類分類9999版修正版修正版修正版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原原原原1407140714071407組組組組群群群群「「「「貴重貴重貴重貴重金屬金屬金屬金屬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餐餐餐餐
具具具具（（（（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刀包括刀包括刀包括刀、、、、叉叉叉叉、、、、匙匙匙匙）」）」）」）」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原原原原1408140814081408組組組組群群群群「「「「其他其他其他其他貴重貴重貴重貴重金屬製品金屬製品金屬製品金屬製品」」」」

於於於於96.7.1696.7.1696.7.1696.7.16公告刪公告刪公告刪公告刪除除除除此二此二此二此二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其其其其內內內內之之之之商商商商品品品品依依依依其其其其性性性性
質質質質歸於各歸於各歸於各歸於各類類類類中中中中，，，，而而而而不不不不再再再再以材質以材質以材質以材質是是是是否否否否為為為為貴貴貴貴重重重重金屬分金屬分金屬分金屬分
類類類類

詳參局詳參局詳參局詳參局網之網之網之網之『『『『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999版版版版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商商商商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電子電子電子電子
檔案檔案檔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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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5類類類類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機械機械機械機械鋼鋼鋼鋼琴琴琴琴及其附件及其附件及其附件及其附件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盒盒盒盒
電電電電氣氣氣氣或電子樂器或電子樂器或電子樂器或電子樂器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聲聲聲聲音音音音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傳送傳送傳送傳送、、、、擴擴擴擴大及大及大及大及
複複複複製用之裝製用之裝製用之裝製用之裝置置置置（（（（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樂器樂器樂器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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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音樂盒音樂盒音樂盒音樂盒：：：：第第第第11115555類類類類

玩具音樂鈴玩具音樂鈴玩具音樂鈴玩具音樂鈴：：：：第第第第28282828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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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6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紙紙紙紙、、、、紙板紙板紙板紙板及其及其及其及其製製製製品品品品；；；；印刷印刷印刷印刷品品品品；；；；
裝裝裝裝訂材料訂材料訂材料訂材料；；；；照照照照片片片片；；；；文具文具文具文具；；；；文具文具文具文具或或或或家庭家庭家庭家庭用用用用黏黏黏黏
著劑著劑著劑著劑；；；；美美美美術術術術用品用品用品用品；；；；畫筆畫筆畫筆畫筆；；；；打打打打字字字字機機機機及及及及辦公用辦公用辦公用辦公用
品品品品（（（（家具除外家具除外家具除外家具除外））））；；；；教導教導教導教導及及及及教教教教學用品學用品學用品學用品（（（（儀器儀器儀器儀器
除外除外除外除外））））；；；；包裝包裝包裝包裝用用用用塑膠塑膠塑膠塑膠品品品品（（（（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者者者者））））；；；；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用用用用鉛鉛鉛鉛字字字字；；；；凸凸凸凸版版版版印刷印刷印刷印刷用用用用塊狀印塊狀印塊狀印塊狀印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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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家家家家雕塑雕塑雕塑雕塑黏土用模黏土用模黏土用模黏土用模型型型型(1627(1627(1627(1627))))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IIII0065006500650065「「「「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箱箱箱」」」」,,,,    A0390A0390A0390A0390「「「「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箱箱箱
」」」」及及及及 TTTT0050005000500050「「「「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箱箱箱【【【【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箱箱箱】】】】」」」」
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A0395A0395A0395A0395「「「「水水水水族族族族箱蓋箱蓋箱蓋箱蓋」」」」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IIII0068006800680068「「「「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植物植物植物植物造造造造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箱箱箱箱【【【【造造造造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箱箱箱箱
】】】】」」」」及及及及 TTTT0168016801680168「「「「室內室內室內室內植物植物植物植物造造造造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景觀賞箱箱箱箱」」」」移入移入移入移入
第第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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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6-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水彩水彩水彩水彩、、、、油畫水彩油畫水彩油畫水彩油畫水彩、、、、油畫油畫油畫油畫、、、、圖畫圖畫圖畫圖畫、、、、
畫筆畫筆畫筆畫筆、、、、繪畫繪畫繪畫繪畫用用用用刷刷刷刷、、、、顏顏顏顏料料料料、、、、畫架畫架畫架畫架、、、、畫框畫框畫框畫框、、、、
圖框圖框圖框圖框、、、、相相相相框框框框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皆屬皆屬皆屬皆屬繪畫繪畫繪畫繪畫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框架框架框架框架

顏料顏料顏料顏料((((PiPiPiPiggggments)ments)ments)ments)：：：：0201020102010201

水水水水彩彩彩彩、、、、油油油油畫畫畫畫水水水水彩彩彩彩((((AAAAqqqquarelles)uarelles)uarelles)uarelles)：：：：1605160516051605

「「「「水彩水彩水彩水彩」」」」與與與與「「「「顏料顏料顏料顏料」」」」功能極為相同功能極為相同功能極為相同功能極為相同，，，，只是製成原只是製成原只是製成原只是製成原
料有所差異料有所差異料有所差異料有所差異，，，，尼斯將之分屬第尼斯將之分屬第尼斯將之分屬第尼斯將之分屬第2222、、、、16161616類類類類，，，，並互為類並互為類並互為類並互為類
似商品似商品似商品似商品

畫畫畫畫框框框框、、、、圖圖圖圖框框框框、、、、相框相框相框相框：：：：20082008200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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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6-2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印印印印刷刷刷刷用排字用排字用排字用排字盤盤盤盤、、、、凸凸凸凸版印版印版印版印刷刷刷刷用用用用塊塊塊塊狀印版狀印版狀印版狀印版、、、、
印印印印刷刷刷刷用用用用鉛鉛鉛鉛字字字字、、、、印印印印刷刷刷刷用用用用活活活活字字字字盤架盤架盤架盤架、、、、滾滾滾滾印印印印筒筒筒筒、、、、印印印印
刷刷刷刷板板板板、、、、印印印印刷刷刷刷用用用用鉛鉛鉛鉛板板板板、、、、印印印印刷刷刷刷機用機用機用機用滾筒滾筒滾筒滾筒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似似似似皆為皆為皆為皆為印刷印刷印刷印刷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但但但但印刷印刷印刷印刷有有有有
分手動分手動分手動分手動式式式式小小小小型型型型辦公辦公辦公辦公器具及大器具及大器具及大器具及大型型型型印刷印刷印刷印刷機械機械機械機械

印刷用排字盤印刷用排字盤印刷用排字盤印刷用排字盤、、、、凸版印刷用塊狀印版凸版印刷用塊狀印版凸版印刷用塊狀印版凸版印刷用塊狀印版、、、、印刷用鉛字印刷用鉛字印刷用鉛字印刷用鉛字、、、、

印刷用活字盤架印刷用活字盤架印刷用活字盤架印刷用活字盤架、、、、滾印筒滾印筒滾印筒滾印筒::::1616161616161616

印刷板印刷板印刷板印刷板、、、、印刷用鉛板印刷用鉛板印刷用鉛板印刷用鉛板、、、、印刷機用滾筒印刷機用滾筒印刷機用滾筒印刷機用滾筒：：：：0739073907390739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第第第第16161616類類類類為為為為舊舊舊舊式式式式、、、、手動手動手動手動、、、、小小小小型型型型或或或或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用用用用印刷印刷印刷印刷用用用用
具及具及具及具及零零零零件件件件，，，，第第第第7777類類類類為為為為大大大大型型型型、、、、工業用工業用工業用工業用印刷印刷印刷印刷機及機及機及機及零零零零件件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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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7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橡膠橡膠橡膠橡膠、、、、古塔波膠古塔波膠古塔波膠古塔波膠（（（（馬來樹馬來樹馬來樹馬來樹
膠膠膠膠）、）、）、）、樹膠樹膠樹膠樹膠、、、、石棉石棉石棉石棉、、、、雲母雲母雲母雲母以及該等材以及該等材以及該等材以及該等材
料之製品料之製品料之製品料之製品；；；；生產時使用之射出成型塑生產時使用之射出成型塑生產時使用之射出成型塑生產時使用之射出成型塑
膠膠膠膠；；；；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填塞和絕緣材料填塞和絕緣材料填塞和絕緣材料填塞和絕緣材料；；；；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
軟管軟管軟管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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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窗戶窗戶窗戶窗戶用防用防用防用防強強強強光光光光薄膜薄膜薄膜薄膜【【【【染色膜染色膜染色膜染色膜】】】】、、、、隔熱隔熱隔熱隔熱
耐耐耐耐火材料火材料火材料火材料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非非非非金金金金屬製屬製屬製屬製馬蹄馬蹄馬蹄馬蹄鐵鐵鐵鐵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A0457A0457A0457A0457「「「「消防消防消防消防員員員員用用用用石石石石棉擋棉擋棉擋棉擋板板板板」」」」,,,,    FFFF0207020702070207「「「「消防消防消防消防員員員員用用用用
石石石石棉擋棉擋棉擋棉擋板板板板」」」」及及及及 SSSS0169016901690169「「「「消防消防消防消防員員員員用用用用石石石石棉擋棉擋棉擋棉擋板板板板」」」」移入移入移入移入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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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7-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絕緣絕緣絕緣絕緣材料材料材料材料；；；；保溫隔熱保溫隔熱保溫隔熱保溫隔熱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隔音隔音隔音隔音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襯墊襯墊襯墊襯墊及及及及填塞填塞填塞填塞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橡膠橡膠橡膠橡膠或或或或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
襯墊襯墊襯墊襯墊。。。。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各種各種各種各種「「「「絕緣絕緣絕緣絕緣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性性性性大大大大，，，，需需需需
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商品名稱明商品名稱明商品名稱明商品名稱；「；「；「；「襯墊襯墊襯墊襯墊及填及填及填及填塞塞塞塞材料材料材料材料」」」」依材依材依材依材
質質質質分屬不同類別分屬不同類別分屬不同類別分屬不同類別，，，，有有有有跨跨跨跨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虞虞虞虞。。。。

橡橡橡橡膠或塑膠製膠或塑膠製膠或塑膠製膠或塑膠製襯墊襯墊襯墊襯墊：：：：1714171417141714

橡橡橡橡膠或塑膠製包裝膠或塑膠製包裝膠或塑膠製包裝膠或塑膠製包裝緩衝填塞緩衝填塞緩衝填塞緩衝填塞材料材料材料材料：：：：1705170517051705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填隙填隙填隙填隙用原用原用原用原棉棉棉棉：：：：1723172317231723

非非非非橡橡橡橡膠塑膠膠塑膠膠塑膠膠塑膠填塞填塞填塞填塞材料材料材料材料：：：：2210221022102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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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1

絕緣與隔熱絕緣與隔熱絕緣與隔熱絕緣與隔熱（（（（insulating））））

能能能能阻止阻止阻止阻止或或或或延緩延緩延緩延緩電流電流電流電流或或或或熱熱熱熱量量量量流動流動流動流動的的的的
物物物物質質質質。。。。儘儘儘儘管通管通管通管通常常常常認為認為認為認為絕緣體絕緣體絕緣體絕緣體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導電導電導電導電的材料的材料的材料的材料，，，，但但但但實實實實際際際際上更確上更確上更確上更確切切切切地地地地
說應為不說應為不說應為不說應為不良導體良導體良導體良導體或或或或者對電流者對電流者對電流者對電流的通的通的通的通
過呈過呈過呈過呈高高高高電阻電阻電阻電阻的物的物的物的物質質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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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2
絕緣漆絕緣漆絕緣漆絕緣漆（（（（insulating varnish））））屬屬屬屬1701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可塗可塗可塗可塗
覆覆覆覆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於於於於變壓變壓變壓變壓器器器器、、、、電器線電器線電器線電器線圈圈圈圈上上上上，，，，亦亦亦亦具具具具有有有有防防防防潮潮潮潮、、、、抗氧抗氧抗氧抗氧
化功能化功能化功能化功能。。。。用用用用於於於於半半半半導導導導體體體體積積積積體體體體電電電電路路路路上上上上，，，，則具則具則具則具有有有有隔緣正負隔緣正負隔緣正負隔緣正負
極並達到散極並達到散極並達到散極並達到散熱熱熱熱的的的的效效效效果果果果

絕緣絕緣絕緣絕緣紙紙紙紙（（（（insulating paper））））屬屬屬屬1703組群組群組群組群：：：：可由可由可由可由牛牛牛牛
皮皮皮皮紙紙紙紙貼貼貼貼附膠附膠附膠附膠膜所壓膜所壓膜所壓膜所壓合合合合而而而而成或成或成或成或牛牛牛牛皮皮皮皮紙塗覆紙塗覆紙塗覆紙塗覆絕緣漆絕緣漆絕緣漆絕緣漆、、、、油油油油
或或或或雲雲雲雲母母母母所所所所製成製成製成製成，，，，常常常常使使使使用用用用於於於於耐耐耐耐高高高高溫溫溫溫、、、、高高高高壓壓壓壓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如電如電如電如電
容容容容器器器器。。。。

絕緣絕緣絕緣絕緣油油油油屬屬屬屬1715組群組群組群組群：：：：介介介介電電電電強度強度強度強度高高高高，，，，具具具具高高高高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穩穩穩穩定定定定
性性性性、、、、熱傳熱傳熱傳熱傳遞遞遞遞及及及及吸吸吸吸收收收收氣體性氣體性氣體性氣體性能能能能，，，，避免避免避免避免設備產生設備產生設備產生設備產生酸酸酸酸質質質質和和和和
油油油油泥泥泥泥，，，，散散散散熱熱熱熱迅速冷卻效迅速冷卻效迅速冷卻效迅速冷卻效果果果果佳佳佳佳，，，，可可可可延延延延長長長長設備設備設備設備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壽命壽命壽命壽命，，，，
主要用主要用主要用主要用於於於於變壓變壓變壓變壓器器器器、、、、油油油油浸浸浸浸式式式式開開開開關關關關等電等電等電等電氣氣氣氣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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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3

隔熱材料隔熱材料隔熱材料隔熱材料：：：：包包包包括括括括化學化學化學化學與玻璃與玻璃與玻璃與玻璃纖維纖維纖維纖維、、、、軟木軟木軟木軟木
和和和和石棉石棉石棉石棉
石棉石棉石棉石棉是一種使是一種使是一種使是一種使熔融熔融熔融熔融的的的的矽質石矽質石矽質石矽質石或或或或石灰石石灰石石灰石石灰石
或或或或熔融熔融熔融熔融的的的的礦渣噴礦渣噴礦渣噴礦渣噴注出來而生注出來而生注出來而生注出來而生產產產產的的的的礦礦礦礦物物物物
纖維纖維纖維纖維
上上上上述述述述的以及其的以及其的以及其的以及其他他他他的的的的低導熱低導熱低導熱低導熱性物性物性物性物質可減質可減質可減質可減
緩熱緩熱緩熱緩熱量的量的量的量的流動速流動速流動速流動速度度度度；；；；利利利利用用用用它們對熱輻它們對熱輻它們對熱輻它們對熱輻
射射射射的的的的阻隔阻隔阻隔阻隔性以及性以及性以及性以及從從從從中加中加中加中加入許許多多入許許多多入許許多多入許許多多的的的的
含含含含氣空間氣空間氣空間氣空間來來來來阻阻阻阻斷斷斷斷熱熱熱熱量的量的量的量的流流流流通通通通路徑路徑路徑路徑
屬屬屬屬「「「「1708」」」」組群組群組群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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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4

橡膠或塑膠製包裝緩衝填塞材料橡膠或塑膠製包裝緩衝填塞材料橡膠或塑膠製包裝緩衝填塞材料橡膠或塑膠製包裝緩衝填塞材料

物品物品物品物品包裝時包裝時包裝時包裝時所用所用所用所用橡膠橡膠橡膠橡膠或或或或塑膠製填塞塑膠製填塞塑膠製填塞塑膠製填塞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避免避免避免避免運送過運送過運送過運送過程程程程受震動碰撞受震動碰撞受震動碰撞受震動碰撞而而而而
致損害致損害致損害致損害，，，，達達達達到減輕衝擊到減輕衝擊到減輕衝擊到減輕衝擊、、、、防震防震防震防震功效功效功效功效，，，，

如如如如：：：：塑膠氣泡塑膠氣泡塑膠氣泡塑膠氣泡布布布布、、、、緩衝保護墊緩衝保護墊緩衝保護墊緩衝保護墊等等等等

屬屬屬屬「「「「1705」」」」組群組群組群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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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5-1

�「「「「膜膜膜膜」」」」與與與與「「「「膠膠膠膠布布布布」」」」分類觀分類觀分類觀分類觀念念念念

�「「「「膠帶膠帶膠帶膠帶、、、、膠膠膠膠布布布布」」」」不一定有不一定有不一定有不一定有黏膠黏膠黏膠黏膠

�外外外外表表表表保護防刮保護防刮保護防刮保護防刮用的用的用的用的膜膜膜膜，，，，原則上屬原則上屬原則上屬原則上屬
17171717類類類類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膜膜膜膜」」」」在在在在硬硬硬硬化形化形化形化形成成成成前是以前是以前是以前是以溶溶溶溶
劑劑劑劑形形形形態販態販態販態販售售售售

�光光光光學學學學處處處處理的理的理的理的「「「「膜膜膜膜」」」」多多多多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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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5-2

�離型離型離型離型膜膜膜膜((((第第第第17171717類類類類))))

�（（（（顯顯顯顯示示示示裝裝裝裝置置置置））））擴散擴散擴散擴散膜膜膜膜、、、、增增增增光光光光膜膜膜膜((((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顯顯顯顯示示示示裝裝裝裝置置置置））））偏光偏光偏光偏光膜膜膜膜、、、、反反反反射膜射膜射膜射膜((((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感光感光感光感光膜膜膜膜((((第第第第1111類類類類))))

較陌生的較陌生的較陌生的較陌生的「「「「膜膜膜膜」」」」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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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5-3

�「「「「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貼貼貼貼」、「」、「」、「」、「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貼貼貼貼紙紙紙紙」」」」
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主要功能為防止防止防止防止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上之上之上之上之刮刮刮刮痕痕痕痕、、、、污染污染污染污染
等等等等，，，，依依依依性性性性質質質質應屬第應屬第應屬第應屬第17171717類為類為類為類為宜宜宜宜，，，，惟應以惟應以惟應以惟應以
「「「「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貼貼貼貼」、「」、「」、「」、「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貼貼貼貼膜膜膜膜」」」」
或或或或「「「「螢幕螢幕螢幕螢幕保護膜保護膜保護膜保護膜」」」」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若為若為若為若為光光光光學學學學技技技技術術術術產製產製產製產製，，，，表表表表面面面面具有防具有防具有防具有防反反反反光光光光、、、、
防防防防目眩目眩目眩目眩功能功能功能功能，，，，應屬第應屬第應屬第應屬第9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螢幕螢幕螢幕螢幕光光光光學保學保學保學保
護護護護膜膜膜膜」、」、」、」、「「「「螢幕螢幕螢幕螢幕光光光光學保護學保護學保護學保護貼貼貼貼」」」」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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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8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皮革與人造皮革皮革與人造皮革皮革與人造皮革皮革與人造皮革（（（（仿皮革仿皮革仿皮革仿皮革））））以及不屬以及不屬以及不屬以及不屬
別類之皮革及人造皮製品別類之皮革及人造皮製品別類之皮革及人造皮製品別類之皮革及人造皮製品；；；；獸皮獸皮獸皮獸皮；；；；皮皮皮皮
箱及旅行箱箱及旅行箱箱及旅行箱箱及旅行箱；；；；傘傘傘傘、、、、陽傘及手杖陽傘及手杖陽傘及手杖陽傘及手杖；；；；鞭及鞭及鞭及鞭及
馬具馬具馬具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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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運動用提運動用提運動用提運動用提背袋背袋背袋背袋、、、、馬蹬馬蹬馬蹬馬蹬、、、、馬馬馬馬具配件具配件具配件具配件、、、、馬馬馬馬
蹄蹄蹄蹄鐵鐵鐵鐵、、、、抱嬰兒抱嬰兒抱嬰兒抱嬰兒用用用用吊吊吊吊帶帶帶帶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馬馬馬馬具配件具配件具配件具配件、、、、馬馬馬馬具用鐵製配具用鐵製配具用鐵製配具用鐵製配
件件件件、、、、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錢錢錢錢包包包包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將將將將CCCC0323032303230323「「「「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鏈式鏈式鏈式鏈式網網網網眼錢眼錢眼錢眼錢包包包包」」」」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
鏈式鏈式鏈式鏈式網網網網眼錢眼錢眼錢眼錢包包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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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8-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皮夾皮夾皮夾皮夾、、、、皮皮皮皮包包包包、、、、皮皮皮皮包包包包背背背背帶帶帶帶、、、、皮皮皮皮包包包包配配配配
件件件件、、、、手手手手提提提提包包包包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皮皮皮皮包包包包配件配件配件配件雖雖雖雖多為第多為第多為第多為第18181818類類類類，，，，但但但但仍仍仍仍有部有部有部有部
分配件分配件分配件分配件係係係係屬他類屬他類屬他類屬他類，，，，故故故故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皮皮皮皮包背帶包背帶包背帶包背帶、、、、皮皮皮皮包握把包握把包握把包握把、、、、手手手手提提提提包包包包骨骨骨骨架架架架：：：：
1802180218021802

拉鍊拉鍊拉鍊拉鍊、、、、皮皮皮皮包扣包扣包扣包扣、、、、背帶背帶背帶背帶調節調節調節調節具具具具：：：：2604260426042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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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8-2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手手手手提提提提袋袋袋袋、、、、鞋袋鞋袋鞋袋鞋袋、、、、運動運動運動運動衣衣衣衣服提服提服提服提袋袋袋袋、、、、修指甲修指甲修指甲修指甲
組組組組皮皮皮皮套套套套、、、、運動運動運動運動袋袋袋袋、、、、電電電電腦袋腦袋腦袋腦袋、、、、手手手手機機機機袋袋袋袋、、、、吉吉吉吉他他他他袋袋袋袋。。。。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俱俱俱俱為為為為裝裝裝裝特定特定特定特定物品用物品用物品用物品用袋袋袋袋，，，，依依依依其其其其內容內容內容內容物分屬不物分屬不物分屬不物分屬不同同同同類類類類
別別別別

手手手手提提提提袋袋袋袋、、、、鞋鞋鞋鞋袋袋袋袋、、、、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提提提提背背背背袋袋袋袋：：：：1802180218021802

修指甲組皮修指甲組皮修指甲組皮修指甲組皮套套套套：：：：0803080308030803

「「「「電電電電腦袋腦袋腦袋腦袋」」」」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筆筆筆筆記型記型記型記型電電電電腦腦腦腦專專專專用用用用袋袋袋袋」」」」::::0917091709170917

「「「「手機手機手機手機袋袋袋袋」」」」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行動電話話話話護套護套護套護套」」」」：：：：0938093809380938

吉吉吉吉他他他他袋袋袋袋：：：：1501150115011501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袋袋袋袋」」」」可能可能可能可能為為為為「「「「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提提提提背背背背袋袋袋袋」」」」（（（（1802180218021802））））或或或或
「「「「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袋袋袋袋」」」」（（（（28022802280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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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19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建築材料（（（（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建築用非金屬建築用非金屬建築用非金屬建築用非金屬
硬管硬管硬管硬管；；；；柏油柏油柏油柏油、、、、瀝青瀝青瀝青瀝青；；；；可移動之非金屬可移動之非金屬可移動之非金屬可移動之非金屬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非金屬紀念碑非金屬紀念碑非金屬紀念碑非金屬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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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太陽太陽太陽太陽能能能能屋屋屋屋頂板頂板頂板頂板材材材材、、、、非金屬製防非金屬製防非金屬製防非金屬製防
護護護護欄欄欄欄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耐耐耐耐火材料火材料火材料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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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19-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非金屬製門窗非金屬製門窗非金屬製門窗非金屬製門窗、、、、玻璃門玻璃門玻璃門玻璃門、、、、玻璃窗玻璃窗玻璃窗玻璃窗、、、、玻玻玻玻
璃璃璃璃、、、、紗窗用網紗窗用網紗窗用網紗窗用網、、、、地工格網地工格網地工格網地工格網、、、、工地安全網工地安全網工地安全網工地安全網。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商雖商雖商雖商品品品品全全全全為為為為非金屬建築材料或非金屬建築材料或非金屬建築材料或非金屬建築材料或相關商相關商相關商相關商品品品品，，，，但但但但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有有有有跨跨跨跨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虞虞虞虞，，，，「「「「工地工地工地工地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網網網網」」」」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類類類
「「「「救救救救生防生防生防生防護護護護用具用具用具用具」」」」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組群商品品品品。。。。

建築用建築用建築用建築用玻璃玻璃玻璃玻璃：：：：1902190219021902

非建築用未加工或半加工非建築用未加工或半加工非建築用未加工或半加工非建築用未加工或半加工玻璃玻璃玻璃玻璃、、、、汽汽汽汽車玻璃車玻璃車玻璃車玻璃：：：：
2115211521152115

汽汽汽汽車車車車擋擋擋擋風玻璃風玻璃風玻璃風玻璃：：：：1206120612061206

建築建築建築建築鷹鷹鷹鷹架架架架用防用防用防用防事事事事故故故故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網網網網：：：：090609060906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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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
地地地地工織物工織物工織物工織物

使使使使用於用於用於用於軟軟軟軟土土土土地基地基地基地基上的土建工上的土建工上的土建工上的土建工程程程程建建建建材材材材，，，，有加有加有加有加
強固強固強固強固定定定定並使承並使承並使承並使承載載載載負荷均勻負荷均勻負荷均勻負荷均勻分配在分配在分配在分配在地地地地工織物工織物工織物工織物
上上上上，，，，從而使路從而使路從而使路從而使路基基基基沉降均勻沉降均勻沉降均勻沉降均勻，，，，減少減少減少減少地地地地面龜裂面龜裂面龜裂面龜裂。。。。
在建造在建造在建造在建造斜坡斜坡斜坡斜坡時時時時，，，，坡底坡底坡底坡底要要要要求求求求有有有有很高很高很高很高的的的的承承承承載載載載能能能能
力力力力，，，，採採採採用用用用地地地地工織物可以工織物可以工織物可以工織物可以穩穩穩穩定定定定斜坡斜坡斜坡斜坡，，，，減少斜減少斜減少斜減少斜
坡坡坡坡的的的的坍塌坍塌坍塌坍塌，，，，不不不不僅僅僅僅可可可可縮短縮短縮短縮短建築工建築工建築工建築工期期期期，，，，還還還還可可可可大大大大
大延長斜坡大延長斜坡大延長斜坡大延長斜坡的的的的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壽命壽命壽命壽命
沉沉沉沉箱箱箱箱

係係係係應用在應用在應用在應用在地地地地表下或表下或表下或表下或河河河河((((海海海海))))床床床床水水水水面面面面下下下下，，，，建築建築建築建築
橋樑橋樑橋樑橋樑、、、、河河河河海海海海堤堤堤堤或其他構造物或其他構造物或其他構造物或其他構造物基基基基礎礎礎礎之之之之設設設設施施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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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0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家具家具家具家具、、、、鏡子鏡子鏡子鏡子、、、、畫框畫框畫框畫框；；；；不屬別類之木不屬別類之木不屬別類之木不屬別類之木、、、、
軟木軟木軟木軟木、、、、蘆葦蘆葦蘆葦蘆葦、、、、籐籐籐籐、、、、柳條柳條柳條柳條、、、、角角角角、、、、骨骨骨骨、、、、象象象象
牙牙牙牙、、、、鯨骨鯨骨鯨骨鯨骨、、、、貝殼貝殼貝殼貝殼、、、、琥珀琥珀琥珀琥珀、、、、珍珠母珍珠母珍珠母珍珠母、、、、海海海海
泡石製品泡石製品泡石製品泡石製品，，，，以及該等材料之代用品或以及該等材料之代用品或以及該等材料之代用品或以及該等材料之代用品或
塑膠製品塑膠製品塑膠製品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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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非金屬門把門把門把門把、、、、手手手手持鏡持鏡持鏡持鏡子子子子【【【【化化化化妝鏡妝鏡妝鏡妝鏡】】】】、、、、
嬰兒遊戲圍欄嬰兒遊戲圍欄嬰兒遊戲圍欄嬰兒遊戲圍欄用用用用墊墊墊墊、、、、毛毛毛毛巾櫥巾櫥巾櫥巾櫥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非紡織品非紡織品非紡織品非紡織品牆面牆面牆面牆面裝飾板裝飾板裝飾板裝飾板【【【【家家家家具具具具】】】】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將將將將JJJJ0035003500350035「「「「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珠珠珠珠寶盒寶盒寶盒寶盒【【【【首首首首飾飾飾飾盒盒盒盒】】】】」」」」及及及及 JJJJ00000000
39393939「「「「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珠珠珠珠寶盒寶盒寶盒寶盒【【【【首首首首飾飾飾飾盒盒盒盒】】】】」」」」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珠珠珠珠
寶盒寶盒寶盒寶盒【【【【首首首首飾飾飾飾盒盒盒盒】】】】」」」」及及及及「「「「珠珠珠珠寶盒寶盒寶盒寶盒【【【【首首首首飾飾飾飾盒盒盒盒】】】】」」」」並並並並移移移移
入入入入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D0357D0357D0357D0357「「「「非金屬製非金屬製非金屬製非金屬製遮遮遮遮泥泥泥泥踏踏踏踏板板板板」」」」移入移入移入移入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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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0-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家具家具家具家具、、、、衣櫥衣櫥衣櫥衣櫥、、、、寢寢寢寢具具具具、、、、床頭床頭床頭床頭櫃櫃櫃櫃、、、、簾簾簾簾
子子子子、、、、窗簾窗簾窗簾窗簾支架支架支架支架、、、、窗簾窗簾窗簾窗簾桿桿桿桿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商品名稱廣泛商品名稱廣泛商品名稱廣泛商品名稱廣泛，，，，無法確認實際商品內涵無法確認實際商品內涵無法確認實際商品內涵無法確認實際商品內涵，，，，
且有跨類之虞且有跨類之虞且有跨類之虞且有跨類之虞。。。。

床床床床：：：：2001200120012001

枕枕枕枕頭頭頭頭、、、、睡睡睡睡墊墊墊墊：：：：2003200320032003

被褥被褥被褥被褥、、、、被套被套被套被套、、、、床單床單床單床單、、、、枕套枕套枕套枕套、、、、毛毛毛毛毯毯毯毯、、、、床床床床幔幔幔幔、、、、床床床床墊墊墊墊保保保保
潔潔潔潔墊墊墊墊：：：：2402240224022402

竹簾竹簾竹簾竹簾、、、、木木木木簾簾簾簾、、、、百葉百葉百葉百葉窗窗窗窗簾簾簾簾、、、、裝飾用裝飾用裝飾用裝飾用珠珠珠珠簾簾簾簾：：：：2004200420042004

紡織或塑膠製紡織或塑膠製紡織或塑膠製紡織或塑膠製浴浴浴浴簾簾簾簾、、、、窗窗窗窗簾簾簾簾：：：：2404240424042404

紙製紙製紙製紙製窗窗窗窗簾簾簾簾：：：：162616261626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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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貯藏貯藏貯藏貯藏或或或或包裝包裝包裝包裝用容用容用容用容器器器器：：：：
除依功能分屬不同類別除依功能分屬不同類別除依功能分屬不同類別除依功能分屬不同類別者者者者外外外外，，，，依材依材依材依材質質質質分類分類分類分類者者者者
分屬分屬分屬分屬：：：：

「「「「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普通金屬製容容容容器器器器」」」」：：：：0621062106210621

「「「「紙製紙製紙製紙製容容容容器器器器」」」」：：：：1608160816081608

「「「「皮盒皮盒皮盒皮盒、、、、皮皮皮皮箱箱箱箱」」」」：：：：1802180218021802

「「「「木木木木製製製製、、、、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塑膠製容容容容器器器器」」」」：：：：2009200920092009、、、、2012201220122012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製製製製、、、、陶瓷陶瓷陶瓷陶瓷製製製製、、、、瓦瓦瓦瓦製製製製容容容容器器器器」」」」：：：：2113211321132113、、、、211421142114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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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1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家庭或廚房用具及容器家庭或廚房用具及容器家庭或廚房用具及容器家庭或廚房用具及容器（（（（非貴金屬所非貴金屬所非貴金屬所非貴金屬所
製製製製，，，，也非鍍有貴金屬者也非鍍有貴金屬者也非鍍有貴金屬者也非鍍有貴金屬者））））；；；；梳子及梳子及梳子及梳子及海海海海
棉棉棉棉；；；；刷子刷子刷子刷子（（（（畫筆除外畫筆除外畫筆除外畫筆除外））））、、、、製刷材料製刷材料製刷材料製刷材料；；；；
清潔用具清潔用具清潔用具清潔用具；；；；鋼絲絨鋼絲絨鋼絲絨鋼絲絨；；；；未加工或半加工未加工或半加工未加工或半加工未加工或半加工
玻璃玻璃玻璃玻璃（（（（建築用玻璃除外建築用玻璃除外建築用玻璃除外建築用玻璃除外）；）；）；）；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
之玻璃器皿之玻璃器皿之玻璃器皿之玻璃器皿，，，，瓷器及陶器瓷器及陶器瓷器及陶器瓷器及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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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標題全攻略～～～～1

刷刷刷刷子子子子（（（（畫筆除外畫筆除外畫筆除外畫筆除外）、）、）、）、製刷製刷製刷製刷材料材料材料材料
刷刷刷刷子除子除子除子除畫畫畫畫筆筆筆筆及機器用及機器用及機器用及機器用外外外外，，，，雖雖雖雖歸歸歸歸屬第屬第屬第屬第21212121類類類類，，，，
但但但但功用不同功用不同功用不同功用不同而歸而歸而歸而歸屬不同組屬不同組屬不同組屬不同組群群群群，，，，故仍故仍故仍故仍須須須須具具具具體體體體
指指指指明明明明
人體人體人體人體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刷刷刷刷：：：：2102210221022102

非非非非人體人體人體人體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清潔用刷刷刷刷：：：：2103210321032103

化妝用化妝用化妝用化妝用刷刷刷刷：：：：2118211821182118

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動物用刷刷刷刷：：：：2122212221222122

製製製製刷刷刷刷材料為涵材料為涵材料為涵材料為涵義義義義不明不明不明不明，，，，多多多多修修修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豬鬃豬鬃豬鬃豬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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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標題註標題註標題註標題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

類類類類別別別別標標標標題題題題：：：：將將將將「「「「家家家家庭庭庭庭或或或或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容容容容器器器器（（（（非貴金非貴金非貴金非貴金
屬屬屬屬所所所所製製製製，，，，也也也也非非非非鍍鍍鍍鍍有有有有貴金屬者貴金屬者貴金屬者貴金屬者））））」」」」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家家家家庭庭庭庭或或或或
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容容容容器器器器」」」」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刪刪刪刪除除除除在在在在『『『『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的的的的「「「「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非貴金屬製
之之之之蠟燭熄蠟燭熄蠟燭熄蠟燭熄滅滅滅滅器器器器」」」」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可可可可拋拋拋拋棄棄棄棄式式式式盤盤盤盤子子子子、、、、毛毛毛毛巾架巾架巾架巾架和和和和毛毛毛毛巾環架巾環架巾環架巾環架、、、、
衛生紙衛生紙衛生紙衛生紙架架架架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瓷瓷瓷瓷製製製製門把門把門把門把手手手手、、、、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祭祀祭祀祭祀祭祀容器容器容器容器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商商商商品品品品繁繁繁繁多多多多不及備不及備不及備不及備載載載載，，，，詳參詳參詳參詳參本本本本局局局局商商商商品品品品
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999版版版版修修修修訂訂訂訂商商商商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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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1-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碗碗碗碗；；；；盤盤盤盤；；；；開開開開瓶瓶瓶瓶器器器器；；；；餅乾餅乾餅乾餅乾罐罐罐罐；；；；電電電電碗碗碗碗；；；；電電電電湯湯湯湯
匙匙匙匙；；；；湯匙湯匙湯匙湯匙；；；；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開罐開罐開罐開罐器器器器；；；；非電動切非電動切非電動切非電動切蛋蛋蛋蛋器器器器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全全全全為為為為廚房廚房廚房廚房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用具及餐餐餐餐具具具具，，，，但但但但
具具具具電電電電力力力力的的的的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1111111類類類類；；；；手手手手工工工工刀刀刀刀具具具具的的的的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8888
類類類類。。。。

碗碗碗碗；；；；盤盤盤盤；；；；開開開開瓶瓶瓶瓶器器器器；；；；餅乾罐餅乾罐餅乾罐餅乾罐：：：：2101210121012101

電電電電碗碗碗碗；；；；電電電電湯匙湯匙湯匙湯匙：：：：1105110511051105

湯匙湯匙湯匙湯匙；；；；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開開開開罐罐罐罐器器器器；；；；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非電動切切切切蛋器蛋器蛋器蛋器：：：：0810081008100810

非電動開罐器非電動開罐器非電動開罐器非電動開罐器、、、、切蛋器因有切割之刀具切蛋器因有切割之刀具切蛋器因有切割之刀具切蛋器因有切割之刀具，，，，故故故故
為第為第為第為第8888類之手工刀具類之手工刀具類之手工刀具類之手工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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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1-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化粧用具化粧用具化粧用具化粧用具；；；；眉刷眉刷眉刷眉刷；；；；唇筆唇筆唇筆唇筆；；；；睫毛刷睫毛刷睫毛刷睫毛刷；；；；化化化化
粧用具盒粧用具盒粧用具盒粧用具盒；；；；化粧品化粧品化粧品化粧品；；；；眉筆眉筆眉筆眉筆；；；；唇線筆唇線筆唇線筆唇線筆；；；；睫毛夾睫毛夾睫毛夾睫毛夾；；；；
化粧包化粧包化粧包化粧包；；；；化粧箱化粧箱化粧箱化粧箱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化化化化妝妝妝妝相關用品相關用品相關用品相關用品，，，，但但但但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品品品係係係係
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333類類類類；；；；化化化化妝妝妝妝手手手手工具工具工具工具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8888類類類類；；；；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包包包包、、、、
箱箱箱箱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8181818類類類類。。。。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用具用具用具用具；；；；眉眉眉眉刷刷刷刷；；；；唇筆唇筆唇筆唇筆；；；；睫睫睫睫毛毛毛毛刷刷刷刷；；；；化化化化粧粧粧粧用具用具用具用具盒盒盒盒：：：：
2118211821182118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品品品品；；；；眉筆眉筆眉筆眉筆；；；；唇唇唇唇線線線線筆筆筆筆：：：：0301030103010301

睫睫睫睫毛毛毛毛夾夾夾夾：：：：0803080308030803

化化化化粧粧粧粧包包包包；；；；化化化化粧粧粧粧箱箱箱箱：：：：180218021802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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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廣泛的商品：：：：
烹烹烹烹調調調調器具器具器具器具：：：：商品可能商品可能商品可能商品可能跨跨跨跨第第第第7777、、、、11111111類之商品類之商品類之商品類之商品

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打打打打蛋機蛋機蛋機蛋機、、、、家家家家庭庭庭庭用食物料理機用食物料理機用食物料理機用食物料理機、、、、家家家家庭庭庭庭用電動食用電動食用電動食用電動食
品品品品攪拌攪拌攪拌攪拌器器器器、、、、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沙拉沙拉沙拉沙拉調調調調拌拌拌拌機機機機(0738)(0738)(0738)(0738)

電油電油電油電油炸鍋炸鍋炸鍋炸鍋、、、、電火電火電火電火鍋鍋鍋鍋、、、、電電電電炒鍋炒鍋炒鍋炒鍋、、、、電電電電烤鍋烤鍋烤鍋烤鍋、、、、家用製麵家用製麵家用製麵家用製麵
包機包機包機包機、、、、電電電電燉鍋燉鍋燉鍋燉鍋(1105)(1105)(1105)(1105)

清潔清潔清潔清潔用具用具用具用具：：：：商品可能商品可能商品可能商品可能跨跨跨跨第第第第3333、、、、16161616、、、、24242424類之商品類之商品類之商品類之商品
沐沐沐沐浴球浴球浴球浴球(0301)(0301)(0301)(0301)

紙紙紙紙抹抹抹抹布布布布、、、、不織布紙不織布紙不織布紙不織布紙抹抹抹抹布布布布、、、、馬馬馬馬桶桶桶桶衛生衛生衛生衛生墊墊墊墊紙紙紙紙(1602)(1602)(1602)(1602)

沐沐沐沐浴浴浴浴巾巾巾巾、、、、擦澡擦澡擦澡擦澡巾巾巾巾、、、、浴浴浴浴巾巾巾巾(2406)(2406)(2406)(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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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2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纜纜纜纜、、、、繩繩繩繩、、、、網網網網、、、、帳篷帳篷帳篷帳篷、、、、遮篷遮篷遮篷遮篷、、、、防水布防水布防水布防水布、、、、
帆帆帆帆、、、、袋袋袋袋（（（（不屬別類者不屬別類者不屬別類者不屬別類者））））；；；；襯墊及填塞襯墊及填塞襯墊及填塞襯墊及填塞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橡膠或塑膠除外橡膠或塑膠除外橡膠或塑膠除外橡膠或塑膠除外）；）；）；）；紡織用纖紡織用纖紡織用纖紡織用纖
維原料維原料維原料維原料



129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小小小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2202220222022202」」」」紡織用紡織用紡織用紡織用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纖維纖維纖維纖維

「「「「1718171817181718」」」」絕緣絕緣絕緣絕緣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纖維纖維纖維纖維

「「「「2115211521152115」」」」非非非非絕緣絕緣絕緣絕緣非紡織用非紡織用非紡織用非紡織用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纖維纖維纖維纖維

「「「「2207220722072207」」」」漁獵漁獵漁獵漁獵網網網網、、、、農農農農業用防業用防業用防業用防蟲蟲蟲蟲網網網網

「「「「2211221122112211」」」」洗洗洗洗衣網衣網衣網衣網

「「「「0906090609060906」」」」安全安全安全安全網網網網

「「「「1609160916091609」」」」包裝用塑膠網包裝用塑膠網包裝用塑膠網包裝用塑膠網袋袋袋袋

「「「「1901190119011901」」」」紗紗紗紗窗窗窗窗用網用網用網用網

「「「「2802280228022802」」」」球球球球網網網網

「「「「2803280328032803」」」」釣魚用釣魚用釣魚用釣魚用袋袋袋袋網網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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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3類類類類

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紡織用紗、、、、線線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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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2301230123012301」」」」紡織用線紡織用線紡織用線紡織用線

「「「「1003100310031003」」」」手手手手術術術術縫合線縫合線縫合線縫合線、、、、羊腸羊腸羊腸羊腸線線線線

「「「「0601060106010601」」」」金屬線金屬線金屬線金屬線

「「「「1501150115011501」」」」樂器用樂器用樂器用樂器用腸腸腸腸線線線線

「「「「2608260826082608」」」」刺繡刺繡刺繡刺繡用金屬線用金屬線用金屬線用金屬線

「「「「2802280228022802」」」」球球球球拍拍拍拍用線用線用線用線

「「「「2803280328032803」」」」釣魚線釣魚線釣魚線釣魚線

「「「「1710171017101710」」」」非紡織用化學纖維線非紡織用化學纖維線非紡織用化學纖維線非紡織用化學纖維線

「「「「1401140114011401」」」」貴貴貴貴重重重重金屬金屬金屬金屬絲絲絲絲線線線線

「「「「1708170817081708」」」」石石石石綿綿綿綿線線線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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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4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不屬別類之布料及布料及布料及布料及紡織品紡織品紡織品紡織品；；；；床單和床單和床單和床單和桌桌桌桌
布布布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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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4-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紡織紡織紡織紡織製製製製品品品品，，，，布料布料布料布料，，，，家家家家用用用用、、、、桌子桌子桌子桌子及及及及
床床床床用之用之用之用之亞麻亞麻亞麻亞麻布布布布製製製製品品品品，，，，毯子毯子毯子毯子及及及及桌巾桌巾桌巾桌巾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只說只說只說只說明材明材明材明材質質質質為紡織品或為紡織品或為紡織品或為紡織品或亞麻亞麻亞麻亞麻布布布布製品製品製品製品，，，，
無法確無法確無法確無法確認實際認實際認實際認實際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內內內內涵涵涵涵，，，，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被套被套被套被套、、、、床單床單床單床單、、、、枕套枕套枕套枕套：：：：2402240224022402

家具家具家具家具套套套套：：：：2405240524052405

毛毛毛毛巾巾巾巾、、、、餐餐餐餐巾巾巾巾、、、、桌桌桌桌巾巾巾巾：：：：240624062406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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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5類類類類

衣服衣服衣服衣服、、、、靴鞋靴鞋靴鞋靴鞋、、、、帽子帽子帽子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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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服服服服飾飾飾飾用用用用紙紙紙紙帽帽帽帽、、、、睡眠睡眠睡眠睡眠用用用用面罩面罩面罩面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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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5-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外套外套外套外套，，，，皮帶皮帶皮帶皮帶，，，，鞋子鞋子鞋子鞋子，，，，足上穿戴物足上穿戴物足上穿戴物足上穿戴物，，，，夾夾夾夾
克克克克，，，，牛仔裝牛仔裝牛仔裝牛仔裝，，，，頭上穿戴物頭上穿戴物頭上穿戴物頭上穿戴物，，，，帽子帽子帽子帽子，，，，頭巾頭巾頭巾頭巾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footwear, headgear」」」」常常常常譯譯譯譯為為為為
「「「「足足足足上上上上穿戴穿戴穿戴穿戴物物物物，，，，頭頭頭頭上上上上穿戴穿戴穿戴穿戴物物物物」，」，」，」，無法確無法確無法確無法確認實認實認實認實
際際際際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內內內內涵涵涵涵，，，，應應應應指指指指明如明如明如明如：「：「：「：「靴鞋靴鞋靴鞋靴鞋、、、、襪襪襪襪子子子子」、」、」、」、
「「「「冠帽冠帽冠帽冠帽、、、、頭頭頭頭巾巾巾巾」」」」等等等等。「。「。「。「皮皮皮皮帶帶帶帶」」」」有有有有跨跨跨跨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虞虞虞虞亦亦亦亦
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腰腰腰腰帶帶帶帶：：：：2512251225122512

皮革皮革皮革皮革製帶製帶製帶製帶：：：：180418041804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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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手手手手套套套套』』』』，，，，依功能依功能依功能依功能、、、、用途分屬不同類用途分屬不同類用途分屬不同類用途分屬不同類

商品商品商品商品 正確歸類正確歸類正確歸類正確歸類

潛水手套（Diving gloves） 0905

防事故手套（Glove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accidents ） 0906

工業用防輻射手套（Gloves for industrial purposes for protection against x-rays） 0906

醫療用手套（Gloves for medical use） 1007

外科手術用手套（Surgical gloves for use in surgery） 1007

按摩用手套（Gloves for massage） 1010

絕緣手套（Insulating gloves） 1718

家事用手套（Domestic gloves）、家事用橡膠塑膠手套 2126

園藝用手套﹙Gardening gloves ﹚、隔熱用手套﹙Oven gloves for household purposes﹚ 2126

盥洗清潔用手套、沐浴用手套 2408

禦寒用手套、服飾用手套﹙Gloves [clothing] ﹚ 2511

高爾夫球手套﹙Gloves (Golf- )﹚ 2802

運動用手套﹙Gloves for sporting purposes﹚ 2802

拳擊手套﹙Boxing gloves﹚、棒球手套﹙Baseball gloves﹚ 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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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6類類類類

花邊及刺繡花邊及刺繡花邊及刺繡花邊及刺繡、、、、飾帶及緶帶飾帶及緶帶飾帶及緶帶飾帶及緶帶（（（（髮辮髮辮髮辮髮辮）；）；）；）；
鈕扣鈕扣鈕扣鈕扣、、、、鉤扣鉤扣鉤扣鉤扣、、、、扣針及縫針扣針及縫針扣針及縫針扣針及縫針；；；；人造花人造花人造花人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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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將將將將BBBB0605060506050605「「「「非貴金屬製針非貴金屬製針非貴金屬製針非貴金屬製針盒盒盒盒」」」」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針針針針盒盒盒盒」」」」

將將將將NNNN0038003800380038及及及及 CCCC0205 0205 0205 0205 「「「「非貴金屬製針線非貴金屬製針線非貴金屬製針線非貴金屬製針線盒盒盒盒」」」」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
「「「「針線針線針線針線盒盒盒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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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彩帶彩帶彩帶彩帶、、、、花邊花邊花邊花邊：：：：2601260126012601、、、、2602260226022602

紙製紙製紙製紙製彩彩彩彩帶帶帶帶、、、、紙製花邊紙製花邊紙製花邊紙製花邊：：：：1601160116011601、、、、1613161316131613

髮夾髮夾髮夾髮夾、、、、髮髮髮髮箍箍箍箍、、、、髮髮髮髮簪簪簪簪：：：：2603260326032603

髮髮髮髮梳梳梳梳：：：：2105210521052105

領扣領扣領扣領扣、、、、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胸胸胸胸針針針針：：：：2604260426042604：：：：2607260726072607

袖袖袖袖扣扣扣扣、、、、領領領領帶帶帶帶夾夾夾夾、、、、貴金屬製貴金屬製貴金屬製貴金屬製胸胸胸胸針針針針：：：：1402140214021402、、、、1401140114011401

人人人人造草造草造草造草、、、、塑塑塑塑膠膠膠膠樹樹樹樹：：：：2609260926092609

人造人造人造人造草草草草皮皮皮皮、、、、塑膠聖誕塑膠聖誕塑膠聖誕塑膠聖誕樹樹樹樹：：：：2705270527052705、、、、280528052805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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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7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地毯地毯地毯地毯、、、、草墊草墊草墊草墊、、、、蓆類蓆類蓆類蓆類、、、、油氈及油氈及油氈及油氈及其他舖其他舖其他舖其他舖
地板用品地板用品地板用品地板用品；；；；非紡織品牆帷非紡織品牆帷非紡織品牆帷非紡織品牆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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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

增增增增加加加加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木木木木地板地板地板地板（（（（第第第第1919191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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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汽汽汽汽車車車車腳腳腳腳踏墊踏墊踏墊踏墊：：：：2702270227022702

汽汽汽汽車車車車及其及其及其及其零組零組零組零組件件件件：：：：1206120612061206

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墊墊墊墊：：：：2706270627062706

體體體體操墊操墊操墊操墊、、、、跳跳跳跳高高高高墊墊墊墊、、、、柔柔柔柔道道道道用用用用墊墊墊墊、、、、瑜珈瑜珈瑜珈瑜珈墊墊墊墊：：：：2706270627062706

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運動用具、、、、體體體體操操操操台台台台、、、、跳跳跳跳高高高高橫橫橫橫欄欄欄欄：：：：280228022802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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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8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遊戲遊戲遊戲遊戲器具及器具及器具及器具及玩玩玩玩具具具具；；；；不屬別類之體不屬別類之體不屬別類之體不屬別類之體育育育育
及運動器具及運動器具及運動器具及運動器具；；；；聖誕聖誕聖誕聖誕樹裝飾品樹裝飾品樹裝飾品樹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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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在在在在『『『『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特別不包括：』：』：』：』中的中的中的中的「「「「僅與電視僅與電視僅與電視僅與電視
機連用之娛樂裝置機連用之娛樂裝置機連用之娛樂裝置機連用之娛樂裝置（（（（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修改為「「「「僅與外接僅與外接僅與外接僅與外接
顯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娛樂裝置顯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娛樂裝置顯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娛樂裝置顯示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娛樂裝置（（（（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電子電子電子電子靶靶靶靶、、、、狩狩狩狩獵獵獵獵或或或或釣釣釣釣魚魚魚魚用用用用香味香味香味香味誘餌誘餌誘餌誘餌、、、、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用用用用偽偽偽偽裝裝裝裝掩蔽掩蔽掩蔽掩蔽物物物物、、、、男男男男性運動性運動性運動性運動員員員員下部護具下部護具下部護具下部護具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
將將將將G0036G0036G0036G0036「「「「非與電視或電腦連用的電子非與電視或電腦連用的電子非與電視或電腦連用的電子非與電視或電腦連用的電子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機機機機」」」」 修修修修改改改改為為為為
「「「「不與外不與外不與外不與外接接接接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屏屏屏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機機機機」」」」

將將將將G0031G0031G0031G0031「「「「不與電視連用之電子不與電視連用之電子不與電視連用之電子不與電視連用之電子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機機機機」」」」修修修修改改改改為為為為「「「「不與不與不與不與
外外外外接接接接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屏屏屏屏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幕或顯示器連用之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機機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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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28-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跑步健跑步健跑步健跑步健身機身機身機身機、、、、健健健健身身身身腳腳腳腳踏踏踏踏車車車車、、、、足踏足踏足踏足踏健健健健身身身身
機機機機、、、、健健健健身身身身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器器器器、、、、仰臥起座椅仰臥起座椅仰臥起座椅仰臥起座椅、、、、電動按電動按電動按電動按摩摩摩摩器器器器
、、、、推推推推脂脂脂脂減減減減肥肥肥肥按按按按摩摩摩摩機機機機、、、、電動按電動按電動按電動按摩椅摩椅摩椅摩椅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皆為健身皆為健身皆為健身皆為健身、、、、美容用具美容用具美容用具美容用具，，，，且通常一起販且通常一起販且通常一起販且通常一起販
售售售售，，，，但但但但「「「「按摩器按摩器按摩器按摩器」」」」屬第屬第屬第屬第10101010類類類類，，，，「「「「健身腳踏車健身腳踏車健身腳踏車健身腳踏車」」」」
則易與第則易與第則易與第則易與第12121212類之類之類之類之「「「「腳踏車腳踏車腳踏車腳踏車」」」」混淆混淆混淆混淆，，，，應修正為應修正為應修正為應修正為「「「「
固定健身腳踏車固定健身腳踏車固定健身腳踏車固定健身腳踏車」」」」

跑步健跑步健跑步健跑步健身身身身機機機機、、、、健健健健身身身身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器器器器：：：：2802280228022802

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按摩按摩按摩按摩器器器器、、、、電動電動電動電動按摩按摩按摩按摩椅椅椅椅：：：：1005100510051005

固定固定固定固定健健健健身身身身腳踏腳踏腳踏腳踏車車車車：：：：2802280228022802

腳踏腳踏腳踏腳踏車車車車：：：：12051205120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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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2801280128012801」」」」塑塑塑塑膠膠膠膠游游游游泳泳泳泳池池池池、「、「、「、「2802280228022802」」」」蛙蛙蛙蛙鞋鞋鞋鞋

「「「「0905090509050905」」」」潛潛潛潛水手水手水手水手套套套套、、、、泳泳泳泳鏡鏡鏡鏡、、、、潛潛潛潛水用水用水用水用呼呼呼呼吸吸吸吸管管管管、、、、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鼻夾鼻夾鼻夾鼻夾、、、、游泳游泳游泳游泳用用用用耳耳耳耳塞塞塞塞

「「「「0906090609060906」」」」游泳游泳游泳游泳用用用用浮浮浮浮物物物物、、、、游泳游泳游泳游泳圈圈圈圈、、、、游泳游泳游泳游泳用用用用浮浮浮浮板板板板、、、、充充充充
氣浮氣浮氣浮氣浮床床床床

「「「「2802280228022802」」」」運動用護運動用護運動用護運動用護面罩面罩面罩面罩

「「「「0904090409040904」」」」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運動用護護護護頭頭頭頭盔盔盔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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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29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野野野野味味味味（（（（Game））））」」」」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宜宜宜宜請改為請改為請改為請改為「「「「野野野野
獸獸獸獸肉肉肉肉」」」」或或或或「「「「非活非活非活非活體體體體獵獵獵獵物物物物」」」」

肉肉肉肉、、、、魚魚魚魚、、、、家家家家禽禽禽禽及及及及野味野味野味野味；；；；肉精肉精肉精肉精；；；；醃漬醃漬醃漬醃漬，，，，
乾製及烹乾製及烹乾製及烹乾製及烹調調調調之水之水之水之水果果果果和和和和蔬菜蔬菜蔬菜蔬菜；；；；果果果果凍凍凍凍，，，，果果果果
醬醬醬醬；；；；蜜餞蜜餞蜜餞蜜餞；；；；蛋蛋蛋蛋、、、、乳乳乳乳及及及及乳乳乳乳製品製品製品製品；；；；食食食食用油用油用油用油
脂脂脂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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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動異動異動異動

類別標題類別標題類別標題類別標題修修修修正正正正：：：：將將將將「「「「醃漬醃漬醃漬醃漬、、、、乾乾乾乾製及製及製及製及烹烹烹烹調調調調的的的的水水水水
果果果果和和和和蔬菜蔬菜蔬菜蔬菜」」」」 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醃漬醃漬醃漬醃漬、、、、冷冷冷冷凍凍凍凍、、、、乾乾乾乾製及製及製及製及烹烹烹烹
調調調調的的的的水果水果水果水果和和和和蔬菜蔬菜蔬菜蔬菜」」」」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烤烤烤烤海海海海苔苔苔苔、、、、脫水水果脫水水果脫水水果脫水水果片片片片、、、、凝凝凝凝乳乳乳乳、、、、韓韓韓韓國泡國泡國泡國泡
菜菜菜菜、、、、豆奶豆奶豆奶豆奶【【【【牛奶替代牛奶替代牛奶替代牛奶替代品品品品】】】】

改變或移類改變或移類改變或移類改變或移類：：：：將將將將GGGG0041004100410041「「「「經過經過經過經過保存保存保存保存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的的的的香香香香草草草草」」」」
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香香香香草草草草【【【【佐佐佐佐料料料料】】】】」，」，」，」，並並並並移移移移入入入入第第第第30303030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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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將將將將「「「「洋芋洋芋洋芋洋芋片片片片、、、、洋芋洋芋洋芋洋芋捲捲捲捲、、、、洋芋粒洋芋粒洋芋粒洋芋粒、、、、薯餅薯餅薯餅薯餅」」」」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之之之之馬鈴馬鈴馬鈴馬鈴薯薯薯薯製製製製品品品品皆移皆移皆移皆移29292929類類類類
目目目目前前前前馬馬馬馬鈴薯鈴薯鈴薯鈴薯製之製之製之製之「「「「片片片片、、、、薄薄薄薄片片片片、、、、脆片脆片脆片脆片」」」」置置置置

29292929類類類類，，，，馬馬馬馬鈴薯鈴薯鈴薯鈴薯製之製之製之製之「「「「餅餅餅餅、、、、乾乾乾乾點點點點、、、、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

置置置置30303030類類類類

尼 斯尼 斯尼 斯尼 斯 「「「「 Potato chips、、、、Potato 

flakes 、、、、Potato fritters 」」」」置置置置29292929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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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0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咖啡咖啡咖啡咖啡、、、、茶茶茶茶、、、、可可可可可可可可、、、、糖糖糖糖、、、、米米米米、、、、樹樹樹樹薯粉薯粉薯粉薯粉、、、、
西谷米西谷米西谷米西谷米、、、、代用代用代用代用咖啡咖啡咖啡咖啡；；；；麵粉麵粉麵粉麵粉及及及及穀穀穀穀類類類類調調調調製製製製
品品品品、、、、麵麵麵麵包包包包、、、、糕餅糕餅糕餅糕餅及及及及糖果糖果糖果糖果、、、、冰冰冰冰品品品品；；；；蜂蜜蜂蜜蜂蜜蜂蜜、、、、
糖漿糖漿糖漿糖漿；；；；酵酵酵酵母母母母、、、、發發發發酵粉酵粉酵粉酵粉；；；；鹽鹽鹽鹽、、、、芥茉芥茉芥茉芥茉；；；；醋醋醋醋、、、、
調味調味調味調味品品品品；；；；調味調味調味調味用用用用香香香香料料料料，，，，冰冰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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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黃豆醬黃豆醬黃豆醬黃豆醬【【【【調味調味調味調味品品品品】】】】、、、、穀穀穀穀製製製製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米米米米
製製製製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點心片、、、、碾碾碾碾碎碎碎碎玉米玉米玉米玉米、、、、玉米玉米玉米玉米粗粉粗粉粗粉粗粉、、、、烘焙烘焙烘焙烘焙粉粉粉粉、、、、
烹烹烹烹飪飪飪飪用用用用烘焙烘焙烘焙烘焙小小小小蘇蘇蘇蘇打粉打粉打粉打粉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食用食用食用食用澱澱澱澱粉粉粉粉製品製品製品製品



153

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0-1

「「「「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力力力鍋鍋鍋鍋」，」，」，」，應應應應置何置何置何置何組群組群組群組群？？？？
「「「「製作製作製作製作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鍋力鍋力鍋力鍋之之之之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力力力塊塊塊塊、、、、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力力力

碎碎碎碎片片片片包包包包」」」」置置置置300201300201300201300201小類組小類組小類組小類組，，，，餐餐餐餐廳廳廳廳提提提提供供供供

之之之之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鍋力鍋力鍋力鍋，，，，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宜宜宜宜為為為為「「「「巧克巧克巧克巧克力力力力火火火火鍋鍋鍋鍋

店店店店」」」」置置置置430201430201430201430201組組組組群群群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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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1

茶葉茶葉茶葉茶葉之地理標示之地理標示之地理標示之地理標示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第第第第1230122123012212301221230122號號號號「「「「南投縣鹿谷鄉南投縣鹿谷鄉南投縣鹿谷鄉南投縣鹿谷鄉公公公公所所所所凍凍凍凍頂頂頂頂烏烏烏烏

龍茶龍茶龍茶龍茶認認認認證證證證標標標標章章章章」」」」證證證證明標明標明標明標章章章章

註註註註冊冊冊冊第第第第1242948124294812429481242948號號號號「「「「嘉嘉嘉嘉義義義義縣縣縣縣政政政政府阿里府阿里府阿里府阿里山高山山高山山高山山高山茶茶茶茶

標標標標章章章章」」」」證證證證明標明標明標明標章章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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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2

茶葉茶葉茶葉茶葉地理標示地理標示地理標示地理標示 VVVV....SSSS 商標法商標法商標法商標法
商商商商標圖標圖標圖標圖樣中樣中樣中樣中含含含含有有有有下下下下列列列列等類等類等類等類似似似似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鹿谷鹿谷鹿谷鹿谷、、、、LUGULUGULUGULUGU」」」」

「「「「鹿谷凍頂烏龍茶鹿谷凍頂烏龍茶鹿谷凍頂烏龍茶鹿谷凍頂烏龍茶、、、、LUGU DONDING OOLONGTEA LUGU DONDING OOLONGTEA LUGU DONDING OOLONGTEA LUGU DONDING OOLONGTEA 」」」」

「「「「阿里山高山茶阿里山高山茶阿里山高山茶阿里山高山茶、、、、ALISHAN HIGH MOUNTAINS TEA ALISHAN HIGH MOUNTAINS TEA ALISHAN HIGH MOUNTAINS TEA ALISHAN HIGH MOUNTAINS TEA 」」」」

「「「「阿里山阿里山阿里山阿里山、、、、ALISHANALISHANALISHANALISHAN」」」」

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在在在在相關商相關商相關商相關商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務務務務
第第第第30303030類類類類(3001(3001(3001(3001組群組群組群組群))))「「「「茶葉或茶葉製成之飲料茶葉或茶葉製成之飲料茶葉或茶葉製成之飲料茶葉或茶葉製成之飲料」」」」等商品等商品等商品等商品

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如第如第如第如第35353535類之飲料零售類之飲料零售類之飲料零售類之飲料零售、、、、茶葉零售茶葉零售茶葉零售茶葉零售，，，，第第第第43434343類之冷類之冷類之冷類之冷

熱飲料店熱飲料店熱飲料店熱飲料店、、、、茶藝館等茶藝館等茶藝館等茶藝館等))))

有商有商有商有商標法標法標法標法第第第第23232323條條條條第第第第1111項項項項第第第第11111111款款款款規規規規定定定定之之之之適適適適用用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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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1類類類類

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及及及及林業林業林業林業產品產品產品產品及及及及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不屬別類
之之之之穀穀穀穀物物物物；；；；活活活活的動物的動物的動物的動物（（（（活禽活禽活禽活禽獸及水獸及水獸及水獸及水
產產產產）；）；）；）；鮮果鮮果鮮果鮮果及及及及蔬菜蔬菜蔬菜蔬菜；；；；種種種種子子子子、、、、天然植天然植天然植天然植
物及花物及花物及花物及花卉卉卉卉；；；；動物動物動物動物飼飼飼飼料料料料，，，，麥芽麥芽麥芽麥芽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收收收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農農農農業業業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及及及及林林林林業產品業產品業產品業產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範圍範圍範圍範圍涵涵涵涵括括括括全全全全類類類類，，，，
宜宜宜宜請請請請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不屬不屬不屬不屬別別別別類之穀物類之穀物類之穀物類之穀物」」」」，，，，宜宜宜宜請請請請更更更更正正正正為為為為「「「「未加工穀物未加工穀物未加工穀物未加工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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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菇菇菇菇類類類類菌菌菌菌種種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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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易混淆商品

「「「「3105310531053105」」」」飼飼飼飼料料料料、、、、非醫用非醫用非醫用非醫用飼飼飼飼料添加劑料添加劑料添加劑料添加劑

「「「「0511051105110511」」」」醫療用飼料醫療用飼料醫療用飼料醫療用飼料添添添添加加加加劑劑劑劑

「「「「3105310531053105」」」」豆豆豆豆粉粉粉粉【【【【飼飼飼飼料料料料】】】】

「「「「301202301202301202301202」」」」豆豆豆豆粉粉粉粉【【【【穀穀穀穀頪頪頪頪製粉製粉製粉製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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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1

『『『『有有有有機機機機』』』』

應應應應舉舉舉舉證已取得證已取得證已取得證已取得：：：：

行行行行政院政院政院政院農農農農委會委會委會委會認證認證認證認證之之之之驗驗驗驗證證證證機機機機構同構同構同構同意使意使意使意使用之用之用之用之
有有有有機機機機農農農農產品產品產品產品證證證證明明明明標標標標章章章章

具具具具有有有有公信公信公信公信力力力力機機機機構構構構出出出出具之具之具之具之有有有有機產品機產品機產品機產品國國國國外外外外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資資資資料料料料，，，，仍仍仍仍應應應應取得取得取得取得行行行行政院政院政院政院農農農農委會委會委會委會之之之之驗驗驗驗證證證證

未未未未舉舉舉舉證證證證或或或或舉舉舉舉證證證證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採採採採，，，，應應應應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商品中商品中商品中商品中
「「「「有機有機有機有機」」」」字樣字樣字樣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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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2類類類類

啤酒啤酒啤酒啤酒；；；；礦泉礦泉礦泉礦泉水及水及水及水及汽汽汽汽水以及其他不水以及其他不水以及其他不水以及其他不含含含含
酒精酒精酒精酒精之之之之飲飲飲飲料料料料；；；；水水水水果飲果飲果飲果飲料及料及料及料及果汁果汁果汁果汁；；；；糖糖糖糖
漿漿漿漿及其他製及其他製及其他製及其他製飲飲飲飲料用之製料用之製料用之製料用之製劑劑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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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克瓦克瓦克瓦克瓦斯斯斯斯淡啤淡啤淡啤淡啤酒酒酒酒、、、、以以以以蜂蜜蜂蜜蜂蜜蜂蜜為主的不為主的不為主的不為主的不含酒含酒含酒含酒
精飲精飲精飲精飲料料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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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

啤啤啤啤酒酒酒酒
無無無無酒精啤酒酒精啤酒酒精啤酒酒精啤酒：：：：也也也也是是是是啤酒啤酒啤酒啤酒，，，，啤酒啤酒啤酒啤酒中中中中乙醇乙醇乙醇乙醇含量不含量不含量不含量不足足足足1111%%%%，，，，
視視視視為無為無為無為無酒精酒精酒精酒精。。。。「「「「無無無無酒精啤酒酒精啤酒酒精啤酒酒精啤酒、、、、無無無無酒精酒精酒精酒精葡萄葡萄葡萄葡萄酒酒酒酒」」」」

蛇麻蛇麻蛇麻蛇麻子子子子汁汁汁汁：：：：啤酒花啤酒花啤酒花啤酒花是是是是一一一一種種種種多多多多年年年年生生生生蔓藤蔓藤蔓藤蔓藤((((蛇麻蛇麻蛇麻蛇麻子子子子))))的花的花的花的花，，，，
添添添添加啤酒花加啤酒花加啤酒花加啤酒花會會會會使使使使啤酒產生啤酒產生啤酒產生啤酒產生苦苦苦苦味味味味和和和和香香香香味味味味，，，，也也也也有有有有健胃健胃健胃健胃和和和和
利尿利尿利尿利尿的的的的作作作作用用用用。。。。

製啤酒原料製啤酒原料製啤酒原料製啤酒原料：：：：除除除除了麥芽了麥芽了麥芽了麥芽、、、、啤酒花啤酒花啤酒花啤酒花、、、、水之外水之外水之外水之外，，，，還還還還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用用用用副副副副原料原料原料原料，，，，即米即米即米即米、、、、玉米玉米玉米玉米、、、、澱澱澱澱粉粉粉粉、、、、糖類等糖類等糖類等糖類等，，，，最最最最多多多多可用可用可用可用
到到到到麥芽麥芽麥芽麥芽量的量的量的量的50505050%%%%。。。。

製製製製烈烈烈烈性性性性酒酒酒酒配配配配料料料料：：：：3201320132013201組群組群組群組群，，，，非非非非為為為為3301330133013301組群組群組群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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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3類類類類

含酒精飲含酒精飲含酒精飲含酒精飲料料料料（（（（啤酒啤酒啤酒啤酒除外除外除外除外））））



164

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商品知識＋＋＋＋
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之名稱收之名稱收之名稱收之名稱
香檳香檳香檳香檳酒酒酒酒：：：：香檳香檳香檳香檳是是是是法文法文法文法文“CCCChamhamhamhamppppaaaagggghehehehe”的的的的中中中中譯譯譯譯音音音音

請改為汽泡酒或含汽泡之葡萄酒請改為汽泡酒或含汽泡之葡萄酒請改為汽泡酒或含汽泡之葡萄酒請改為汽泡酒或含汽泡之葡萄酒

干邑干邑干邑干邑酒酒酒酒：：：：干邑干邑干邑干邑COCOCOCOGGGGNNNNAAAACCCC為為為為法國法國法國法國之地理之地理之地理之地理標標標標示示示示

請改為白蘭地酒請改為白蘭地酒請改為白蘭地酒請改為白蘭地酒

蘇蘇蘇蘇格格格格蘭蘭蘭蘭威威威威士忌士忌士忌士忌：：：：蘇蘇蘇蘇格格格格蘭蘭蘭蘭為為為為產地產地產地產地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英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英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英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英國蘇格蘭威士忌協會http://www.scotchhttp://www.scotchhttp://www.scotchhttp://www.scotch----
whisky.orgwhisky.orgwhisky.orgwhisky.org.uk.uk.uk.uk/ / / / 

雪莉雪莉雪莉雪莉酒酒酒酒（（（（SSSSherryherryherryherry））））orororor（（（（JJJJereereereerezzzz oooo XXXXereseresereseres))))：：：：雪莉雪莉雪莉雪莉為為為為西西西西
班班班班牙牙牙牙地理地理地理地理標標標標示之示之示之示之ㄧㄧㄧㄧ

波波波波爾多紅爾多紅爾多紅爾多紅酒酒酒酒：：：：波波波波爾多為爾多為爾多為爾多為法國法國法國法國之地理之地理之地理之地理標標標標示示示示



165

第第第第34類類類類

菸菸菸菸草草草草、、、、菸菸菸菸具具具具；；；；火火火火柴柴柴柴

註註註註：：：：

「「「「菸菸菸菸」」」」是指是指是指是指全全全全部或部分以部或部分以部或部分以部或部分以菸草菸草菸草菸草或其或其或其或其代代代代用品用品用品用品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原料原料原料原料，，，，
製成可製成可製成可製成可供供供供吸吸吸吸用用用用、、、、嚼嚼嚼嚼用用用用、、、、含用含用含用含用、、、、聞聞聞聞用或以其他用或以其他用或以其他用或以其他方方方方或或或或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之製品之製品之製品之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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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類別註類別註類別註類別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正正正正：：：：刪除在刪除在刪除在刪除在『『『『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某些某些某些某些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菸菸菸菸具具具具（（（（第第第第14141414類類類類）」）」）」）」

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移類或改變：「：「：「：「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煙金屬製煙金屬製煙金屬製煙灰灰灰灰缸缸缸缸、、、、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金金金
屬製屬製屬製屬製雪茄雪茄雪茄雪茄盒盒盒盒、、、、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香香香香煙盒煙盒煙盒煙盒、、、、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金屬金屬金屬
製煙製煙製煙製煙嘴嘴嘴嘴、、、、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火柴盒金屬製火柴盒金屬製火柴盒金屬製火柴盒、、、、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火金屬製火金屬製火金屬製火
柴柴柴柴架架架架、、、、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金屬製鼻鼻鼻鼻煙煙煙煙壺壺壺壺、、、、非非非非貴貴貴貴金屬製煙金屬製煙金屬製煙金屬製煙罐罐罐罐」」」」
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煙煙煙煙灰灰灰灰缸缸缸缸、、、、雪茄雪茄雪茄雪茄盒盒盒盒、、、、香香香香煙盒煙盒煙盒煙盒、、、、煙煙煙煙嘴嘴嘴嘴、、、、
火柴盒火柴盒火柴盒火柴盒、、、、火柴火柴火柴火柴架架架架、、、、鼻鼻鼻鼻煙煙煙煙壺壺壺壺、、、、煙煙煙煙罐罐罐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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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菸草菸草菸草菸草代用品代用品代用品代用品

指含有尼古丁指含有尼古丁指含有尼古丁指含有尼古丁，，，，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用以取代菸草做為製菸

原料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原料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原料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原料之其他天然植物及加工製品

「「「「3401340134013401」」」」非醫非醫非醫非醫療療療療用用用用含菸含菸含菸含菸草草草草代代代代用品用品用品用品香菸香菸香菸香菸

「「「「0501050105010501」」」」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用不用不用不用不含菸含菸含菸含菸草之草之草之草之香菸香菸香菸香菸

「「「「0501050105010501」」」」醫醫醫醫療療療療用用用用香菸香菸香菸香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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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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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1

請多參考尼斯請多參考尼斯請多參考尼斯請多參考尼斯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分分分分類原類原類原類原則則則則

尼斯商品尼斯商品尼斯商品尼斯商品外文外文外文外文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勿逕勿逕勿逕勿逕以以以以直譯直譯直譯直譯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提提提提
出出出出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仍請探求仍請探求仍請探求仍請探求實實實實際際際際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商品為何何何何。。。。

依依依依國國國國內內內內業業業業界之通用名稱界之通用名稱界之通用名稱界之通用名稱提提提提出出出出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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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2

外文外文外文外文商品商品商品商品請請請請勿勿勿勿直譯直譯直譯直譯（（（（不不不不經經經經中中中中文文文文語語語語法法法法修飾修飾修飾修飾），），），），或或或或
直直直直接書接書接書接書寫外文寫外文寫外文寫外文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範範範範例例例例：：：：用用用用於廣泛於廣泛於廣泛於廣泛視聽視聽視聽視聽和多和多和多和多媒媒媒媒體技體技體技體技術術術術的的的的有有有有線線線線和無和無和無和無線裝線裝線裝線裝
置置置置之之之之應應應應用用用用和和和和操操操操作軟體作軟體作軟體作軟體及及及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以及以及以及以及開發開發開發開發支援支援支援支援工具包工具包工具包工具包，，，，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蜂窩蜂窩蜂窩蜂窩及及及及移移移移動通動通動通動通訊訊訊訊設備設備設備設備、、、、掌掌掌掌上電上電上電上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路路路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器器器器、、、、
電電電電視娛視娛視娛視娛樂樂樂樂和和和和娛娛娛娛樂樂樂樂、、、、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機及機及機及機及遊戲遊戲遊戲遊戲控制控制控制控制台台台台、、、、個個個個人人人人電電電電腦腦腦腦、、、、
文文文文字字字字處理以及網處理以及網處理以及網處理以及網路應路應路應路應用用用用。。。。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

範範範範例例例例：：：：掌掌掌掌上上上上型型型型電電電電腦腦腦腦遊戲遊戲遊戲遊戲設備用之加設備用之加設備用之加設備用之加速速速速器器器器為為為為主之主之主之主之插插插插入入入入
式式式式動動動動作作作作感感感感應應應應器器器器（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Ａｃｃｅｌｅｒｏｍｅｔｅｒ－ｂａｓｅ
ｄ　ｐｌｕｇ－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ｄ　ｐｌｕｇ－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ｄ　ｐｌｕｇ－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ｄ　ｐｌｕｇ－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　ｓｅｎｓｏｒ　ｆｏ
ｒ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ｉｎｇｒ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ｉｎｇｒ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ｉｎｇｒ　ｈａｎｄｈｅｌ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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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3

避免避免避免避免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大大大大陸用陸用陸用陸用語作為語作為語作為語作為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商品名稱
範範範範例例例例::::((((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軟盤軟盤軟盤軟盤、、、、密紋光密紋光密紋光密紋光盤盤盤盤、、、、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機機機機程程程程序序序序、、、、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機機機機軟軟軟軟件件件件、、、、磁磁磁磁性數據性數據性數據性數據介介介介質質質質、、、、鼠鼠鼠鼠標標標標

(第第第第6類類類類)花花花花蘭蘭蘭蘭、、、、卸卸卸卸扣扣扣扣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軟軟軟軟碟碟碟碟、、、、光光光光碟碟碟碟、、、、電電電電腦程式腦程式腦程式腦程式、、、、電電電電

腦軟體腦軟體腦軟體腦軟體、、、、磁磁磁磁性性性性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載載載載體體體體、、、、滑滑滑滑鼠鼠鼠鼠

((((第第第第6666類類類類))))應應應應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螺螺螺螺旋旋旋旋扣扣扣扣、、、、鉤鉤鉤鉤環環環環

請請請請多上多上多上多上網網網網查找本查找本查找本查找本國國國國消費消費消費消費市場習市場習市場習市場習用之名稱用之名稱用之名稱用之名稱，，，，或或或或
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專專專專業業業業辭典辭典辭典辭典，，，，及及及及利利利利用本用本用本用本局局局局尼斯尼斯尼斯尼斯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對對對對照照照照表表表表
(內內內內有有有有英英英英、、、、簡簡簡簡、、、、繁三繁三繁三繁三種種種種翻翻翻翻譯譯譯譯參參參參照照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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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淺談服務尼斯分類

若若若若一一一一項項項項服務無法服務無法服務無法服務無法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分類表分類表分類表分類表、、、、註釋註釋註釋註釋及按及按及按及按
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來分類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來分類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來分類字母順序排列的分類表來分類時時時時，，，，可可可可以以以以
採採採採行行行行一般說明分類標準一般說明分類標準一般說明分類標準一般說明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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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一一一一））））

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根據根據根據根據

各類別各類別各類別各類別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及及及及註釋註釋註釋註釋所所所所說說說說明之行明之行明之行明之行業業業業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進行分類

或根據或根據或根據或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上可相比擬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上可相比擬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上可相比擬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上可相比擬
之服務類推其分類之服務類推其分類之服務類推其分類之服務類推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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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一一一一））））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第第第第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類類類類 通通通通訊訊訊訊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本類主要本類主要本類主要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至至至至少少少少能能能能使使使使一一一一人人人人與與與與另另另另一一一一人人人人通通通通過過過過
感覺感覺感覺感覺方式進行通方式進行通方式進行通方式進行通訊訊訊訊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
這這這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1111））））使使使使一一一一人人人人與與與與另另另另一一一一人人人人交交交交談談談談。。。。
（（（（2222））））將將將將一一一一人人人人之之之之消消消消息息息息傳傳傳傳達達達達給另給另給另給另一一一一人人人人。。。。
（（（（3333））））使使使使一一一一人人人人與與與與另另另另一一一一人人人人進行進行進行進行言語言語言語言語或或或或視覺視覺視覺視覺之之之之
通通通通信信信信（（（（無線電及電無線電及電無線電及電無線電及電視視視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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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一一一一））））續續續續
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可相比擬之服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可相比擬之服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可相比擬之服根據按字母順序排列分類表可相比擬之服
務類推其分類務類推其分類務類推其分類務類推其分類

A0003A0003A0003A0003（（（（序序序序號號號號））））AccessAccessAccessAccess…（（（（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全全全全球球球球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路路路存存存存取取取取時時時時間間間間之之之之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BBBB0035003500350035（（（（序序序序號號號號））））BBBBroaroaroaroaddddcastincastincastincastingggg…（（（（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有有有有線電線電線電線電視視視視廣廣廣廣播播播播

CCCC0081008100810081（（（（序序序序號號號號））））CCCComomomompppputer uter uter uter …（（（（商商商商品品品品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訊訊訊訊息息息息和和和和影影影影像像像像的電的電的電的電腦傳送腦傳送腦傳送腦傳送

可相比擬可相比擬可相比擬可相比擬CCCC0081008100810081（（（（序號序號序號序號））））之服務分類之服務分類之服務分類之服務分類：：：：
線上線上線上線上資訊資訊資訊資訊傳傳傳傳輸輸輸輸

電電電電腦腦腦腦影影影影像像像像訊訊訊訊息息息息傳送傳送傳送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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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二二二二））））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服務原則上與與與與透透透透過過過過該出該出該出該出租租租租物所物所物所物所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之服務分在同一類之服務分在同一類之服務分在同一類之服務分在同一類，，，，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電電電電話話話話出出出出租租租租（（（（第第第第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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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二二二二））））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第第第第35類類類類事事事事務務務務處理處理處理處理】】】】辦公辦公辦公辦公機器機器機器機器租賃租賃租賃租賃、、、、影影影影印印印印機機機機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第第第第36類金類金類金類金融融融融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保管箱保管箱保管箱保管箱出出出出租租租租、、、、點鈔點鈔點鈔點鈔機機機機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第第第第37類類類類營營營營建建建建】】】】建築設備建築設備建築設備建築設備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第第第第38類通類通類通類通訊訊訊訊】】】】電電電電信信信信通通通通訊訊訊訊設備設備設備設備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第第第第39類運類運類運類運輸輸輸輸】】】】車輛車輛車輛車輛出出出出租租租租、、、、船舶出船舶出船舶出船舶出租租租租

【【【【第第第第40類材料處理類材料處理類材料處理類材料處理】】】】金屬加工機械之金屬加工機械之金屬加工機械之金屬加工機械之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第第第第41類類類類教育教育教育教育娛娛娛娛樂樂樂樂】】】】書書書書籍籍籍籍出出出出租租租租、、、、電動玩具電動玩具電動玩具電動玩具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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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二二二二））））

租賃租賃租賃租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第第第第42類類類類科科科科學及學及學及學及技技技技術術術術性性性性服服服服務務務務與研與研與研與研究究究究及其及其及其及其相關相關相關相關之之之之
設設設設計計計計】】】】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硬硬硬硬體體體體租賃租賃租賃租賃、、、、實驗實驗實驗實驗儀器儀器儀器儀器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第第第第43類類類類臨臨臨臨時時時時住宿住宿住宿住宿】】】】臨臨臨臨時時時時住宿租賃住宿租賃住宿租賃住宿租賃、、、、帳帳帳帳篷租賃篷租賃篷租賃篷租賃、、、、
會會會會場出場出場出場出租租租租

【【【【第第第第44類醫療類醫療類醫療類醫療農農農農業業業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醫療儀器醫療儀器醫療儀器醫療儀器租賃租賃租賃租賃、、、、農農農農業業業業
機械設備機械設備機械設備機械設備租賃租賃租賃租賃、、、、盆景出盆景出盆景出盆景出租租租租、、、、花花花花圈圈圈圈花環花環花環花環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第第第第45類類類類配配配配合合合合個個個個人需人需人需人需求所提求所提求所提求所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私私私私人人人人或或或或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及及及及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服服服服務務務務】】】】服裝服裝服裝服裝租賃租賃租賃租賃、、、、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火災警報器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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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分類標準（（（（三三三三））））

提提提提供諮詢供諮詢供諮詢供諮詢、、、、資資資資訊訊訊訊、、、、諮諮諮諮商之服務主要依商之服務主要依商之服務主要依商之服務主要依照照照照該該該該諮諮諮諮
詢詢詢詢、、、、資資資資訊訊訊訊、、、、諮諮諮諮商所商所商所商所附附附附屬之屬之屬之屬之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事事事事務之分類務之分類務之分類務之分類。。。。

第第第第35353535類類類類 企企企企業管理業管理業管理業管理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第第第第36363636類類類類 財財財財務務務務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第第第第39393939類類類類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第第第第44444444類類類類 美美美美容容容容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第第第第45454545類類類類 法法法法律諮詢律諮詢律諮詢律諮詢

經由經由經由經由電電電電訊訊訊訊如電如電如電如電話話話話、、、、電電電電腦腦腦腦傳傳傳傳輸輸輸輸之之之之諮詢諮詢諮詢諮詢、、、、資資資資訊訊訊訊、、、、
諮諮諮諮商不商不商不商不影影影影響這響這響這響這些服務之分類些服務之分類些服務之分類些服務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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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第第第第35353535～～～～45454545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類服務略說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分析解構分析解構分析解構分析解構

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版版版…異異異異動動動動

案例研討案例研討案例研討案例研討

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技巧技巧技巧技巧



181

第第第第 35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廣廣廣廣告告告告；；；；企業企業企業企業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企業經營；；；；事事事事務務務務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之服務，，，，其主旨在於其主旨在於其主旨在於其主旨在於：：：：
（（（（1111））））協助商業企業體之經營或管理協助商業企業體之經營或管理協助商業企業體之經營或管理協助商業企業體之經營或管理
（（（（2222））））協助工商企業營業事務或商業功能之管理協助工商企業營業事務或商業功能之管理協助工商企業營業事務或商業功能之管理協助工商企業營業事務或商業功能之管理
以及廣告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以及廣告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以及廣告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以及廣告事業所提供之服務，，，，主要係利用各種傳播方式向主要係利用各種傳播方式向主要係利用各種傳播方式向主要係利用各種傳播方式向
公眾逕行廣告宣傳有關之各種商品或服務公眾逕行廣告宣傳有關之各種商品或服務公眾逕行廣告宣傳有關之各種商品或服務公眾逕行廣告宣傳有關之各種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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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1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改改改改：：：： 『『『『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段段段段
為他為他為他為他人人人人利益利益利益利益將將將將各種商品各種商品各種商品各種商品匯匯匯匯集集集集（（（（不不不不包包包包
括括括括因因因因此所此所此所此所需需需需之運之運之運之運輸輸輸輸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以以以以利顧客利顧客利顧客利顧客
瀏覽瀏覽瀏覽瀏覽及及及及選購選購選購選購；；；；該該該該等等等等服務可服務可服務可服務可由由由由零零零零售售售售商商商商
店店店店、、、、批批批批發發發發商行商行商行商行、、、、藉由郵購藉由郵購藉由郵購藉由郵購目目目目錄錄錄錄和電和電和電和電
子子子子媒媒媒媒體體體體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例如例如例如例如藉由網站藉由網站藉由網站藉由網站或電或電或電或電
視購視購視購視購物物物物節節節節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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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2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刪除第刪除第刪除第刪除第二二二二段紅段紅段紅段紅
字部分字部分字部分字部分「「「「包括包括包括包括註註註註冊冊冊冊，，，，抄抄抄抄錄錄錄錄，，，，著著著著作作作作，，，，
編纂編纂編纂編纂，，，，書書書書面面面面傳傳傳傳播播播播和註和註和註和註冊冊冊冊之之之之系系系系統化服統化服統化服統化服
務務務務，，，，及數學或統及數學或統及數學或統及數學或統計資計資計資計資料之料之料之料之利利利利用或用或用或用或編編編編
纂纂纂纂。」。」。」。」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刪除第一刪除第一刪除第一刪除第一段段段段
以以以以銷銷銷銷售售售售商品為主要功能之商品為主要功能之商品為主要功能之商品為主要功能之企企企企業業業業的的的的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即即即即所所所所謂謂謂謂商商商商業業業業企企企企業業業業的的的的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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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3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為零為零為零為零售售售售目目目目的在通的在通的在通的在通訊媒訊媒訊媒訊媒體體體體上上上上展示展示展示展示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廣廣廣廣
告稿告稿告稿告稿的的的的撰撰撰撰寫寫寫寫、、、、廣廣廣廣告告告告版版版版面面面面設計設計設計設計（（（（3501350135013501）、）、）、）、
提提提提供對供對供對供對外外外外採採採採購購購購之商之商之商之商業業業業協協協協助服務助服務助服務助服務（（（（3502350235023502）、）、）、）、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票票票票、、、、統統統統計資計資計資計資料料料料彙編彙編彙編彙編（（（（3505350535053505）、）、）、）、價價價價格格格格
比比比比較較較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對購對購對購對購物物物物訂訂訂訂單單單單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行行行行政處理政處理政處理政處理、、、、
為他為他為他為他人人人人商品及服務之商品及服務之商品及服務之商品及服務之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商商商商業業業業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3506350635063506）、）、）、）、協尋贊協尋贊協尋贊協尋贊助助助助廠廠廠廠商商商商（（（（3511351135113511）、）、）、）、為為為為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商品商品商品商品資資資資訊訊訊訊及及及及購購購購物建物建物建物建議議議議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3518351835183518）、）、）、）、為他為他為他為他人人人人安安安安排電排電排電排電訊訊訊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預約預約預約預約。。。。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貨貨貨貨運運運運卡卡卡卡車車車車路路路路線電線電線電線電腦腦腦腦定定定定位位位位、、、、統統統統計資計資計資計資料料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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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5-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廣廣廣廣告告告告設計設計設計設計；；；；代代代代理理理理進出進出進出進出口口口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為他為他為他為他人人人人採採採採
購購購購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企企企企業業業業管管管管理理理理顧問顧問顧問顧問；；；；打打打打字字字字；；；；排排排排版版版版；；；；
製製製製版版版版；；；；印印印印刷刷刷刷；；；；衣衣衣衣服零服零服零服零售售售售批批批批發發發發經銷經銷經銷經銷…。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為為為為他他他他人人人人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服服服服務務務務」」」」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應應應應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為為為為：：：：第第第第35353535類之類之類之類之「「「「為為為為企企企企業業業業採購採購採購採購商商商商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品及服務務務務」」」」或或或或
第第第第45454545類之類之類之類之「「「「代私代私代私代私人人人人採買採買採買採買物品物品物品物品」」」」。。。。

「「「「印刷印刷印刷印刷」」」」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0404040類服類服類服類服務務務務。。。。

「「「「批批批批發發發發」」」」本本本本局局局局尚尚尚尚未未未未開開開開放放放放受受受受理理理理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註註註註冊冊冊冊。。。。

「「「「經經經經銷銷銷銷」」」」有銷有銷有銷有銷售售售售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的的的商商商商品之品之品之品之意意意意，，，，應應應應指定商指定商指定商指定商品類品類品類品類別別別別
提出提出提出提出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代代代代理經理經理經理經銷銷銷銷」」」」係指為係指為係指為係指為他他他他人人人人利益利益利益利益計算計算計算計算，，，，代代代代理他理他理他理他人人人人推推推推銷銷銷銷
商商商商品品品品，，，，並因並因並因並因而而而而收收收收受受受受報報報報酬酬酬酬之服之服之服之服務務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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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5-2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電子產品及電子產品及電子產品及電子產品及家家家家電器具之線上零電器具之線上零電器具之線上零電器具之線上零售售售售（（（（電電電電
子子子子購購購購物物物物））））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衣衣衣衣服之服之服之服之郵購郵購郵購郵購；；；；透過網透過網透過網透過網
路路路路提提提提供首供首供首供首飾飾飾飾、、、、貴貴貴貴金屬零金屬零金屬零金屬零售售售售；；；；書籍書籍書籍書籍、、、、遊遊遊遊
戲戲戲戲、、、、服服服服飾飾飾飾及及及及傢傢傢傢俱俱俱俱之之之之郵購郵購郵購郵購服務及服務及服務及服務及網網網網路路路路購購購購
物服務物服務物服務物服務。。。。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案案案案例例例例中係中係中係中係於同於同於同於同一場所一場所一場所一場所匯匯匯匯集集集集特定商特定商特定商特定商品或品或品或品或特定特定特定特定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之之之之商商商商品品品品，，，，以以以以方便方便方便方便消消消消費費費費者者者者瀏覽瀏覽瀏覽瀏覽與與與與選購選購選購選購之服之服之服之服務務務務，，，，應應應應屬屬屬屬
於於於於3519351935193519組群組群組群組群。。。。

「「「「特定商特定商特定商特定商品品品品零零零零售售售售」」」」與與與與「「「「綜綜綜綜合合合合性商性商性商性商品品品品零零零零售售售售」」」」，，，，依依依依一一一一般般般般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通通通通念念念念及及及及市場市場市場市場交交交交易情形易情形易情形易情形，，，，易易易易使一使一使一使一般般般般接接接接受受受受服服服服務務務務者者者者誤誤誤誤
認認認認其其其其為為為為來來來來自相同自相同自相同自相同或或或或雖雖雖雖不不不不相同但有關相同但有關相同但有關相同但有關聯聯聯聯之之之之來源來源來源來源者者者者，，，，得得得得
相相相相互互互互檢檢檢檢索索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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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5-2續續續續
第第第第33335555類不類不類不類不可可可可核收核收核收核收之之之之零售零售零售零售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百貨百貨百貨百貨商品商品商品商品零售零售零售零售」、「」、「」、「」、「線線線線上上上上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精精精精品品品品零售零售零售零售」、「」、「」、「」、「電電電電話購話購話購話購物物物物」、」、」、」、
「「「「○○○○○○○○電電電電話購話購話購話購物物物物」」」」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百百百百貨貨貨貨商品零商品零商品零商品零售售售售、、、、線上零線上零線上零線上零售售售售、、、、精精精精品零品零品零品零

售售售售」」」」涵涵涵涵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為明為明為明為何何何何種商種商種商種商
品零品零品零品零售售售售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電電電電話購話購話購話購物物物物、、、、 ○○○○○○○○電電電電話購話購話購話購物物物物」，」，」，」，電電電電話話話話係係係係通通通通
訊訊訊訊傳傳傳傳輸輸輸輸之工具之工具之工具之工具，，，，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不可列為服務不可列為服務不可列為服務不可列為服務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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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5-2續續續續

第第第第33335555類類類類可可可可核收核收核收核收之之之之零售零售零售零售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服務名稱：：：：
特特特特定商品之定商品之定商品之定商品之「「「「○○○○○○○○線線線線上上上上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特特特特定商品之定商品之定商品之定商品之「「「「○○○○○○○○精精精精品品品品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衣衣衣衣服服服服線上零線上零線上零線上零售售售售

汽汽汽汽車車車車精精精精品零品零品零品零售售售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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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3503350335033503：：：：貨貨貨貨物物物物公公公公證證證證
36363636類類類類：：：：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保險公證人

45454545類類類類：：：：法律事項之公證服務法律事項之公證服務法律事項之公證服務法律事項之公證服務

35353535：：：：市場市場市場市場調調調調查查查查、、、、民民民民意意意意調調調調查查查查（（（（3510351035103510））））企企企企業調業調業調業調查查查查(3506(3506(3506(3506））））
36363636類類類類：：：：信用調查信用調查信用調查信用調查

45454545類類類類：：：：偵探社偵探社偵探社偵探社

3521352135213521：：：：建建建建立立立立電電電電腦腦腦腦資訊資訊資訊資訊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庫庫庫庫
42424242類類類類：：：：電腦資料處理電腦資料處理電腦資料處理電腦資料處理、、、、電腦系統分析電腦系統分析電腦系統分析電腦系統分析

3522352235223522：：：：安安安安排排排排報紙報紙報紙報紙訂訂訂訂閱閱閱閱
41414141類類類類：：：：代理代理代理代理書籍書籍書籍書籍雜誌之訂閱雜誌之訂閱雜誌之訂閱雜誌之訂閱

39393939類類類類：：：：報紙派送報紙派送報紙派送報紙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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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6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保保保保險險險險；；；；財財財財務務務務；；；；金融金融金融金融；；；；不不不不動產動產動產動產業業業業務務務務。。。。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金融本類主要包括金融本類主要包括金融本類主要包括金融、、、、貨幣業務提供之服務貨幣業務提供之服務貨幣業務提供之服務貨幣業務提供之服務，，，，以及與各以及與各以及與各以及與各

種保險契約有關之服務種保險契約有關之服務種保險契約有關之服務種保險契約有關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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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修理修理修理修理費費費費財財財財務務務務評估評估評估評估（（（（3612013612013612013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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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金融金融金融金融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銀銀銀銀行行行行；；；；發發發發行行行行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儲值儲值儲值儲值
卡卡卡卡；；；；財財財財務管理務管理務管理務管理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金金金金融融融融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雖雖雖雖為為為為36363636類類類類範範範範疇疇疇疇，，，，惟惟惟惟其涵其涵其涵其涵
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義廣泛，，，，應具應具應具應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服務明服務明服務明服務內內內內容容容容。。。。

「「「「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係係係係一一一一般般般般電電電電腦腦腦腦資資資資訊訊訊訊公公公公司司司司為為為為
不同商不同商不同商不同商業業業業主主主主體體體體製造各種製造各種製造各種製造各種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智慧智慧智慧智慧
卡卡卡卡、、、、ＩＣＩＣＩＣＩＣ卡卡卡卡，，，，得得得得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第第第第9999類商標類商標類商標類商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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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CSICSI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2

關關關關於第於第於第於第9999類類類類、、、、第第第第36363636類有類有類有類有關關關關各各各各種智慧種智慧種智慧種智慧卡卡卡卡、、、、
ICICICIC卡卡卡卡、、、、金融金融金融金融卡卡卡卡、、、、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等商品或服務等商品或服務等商品或服務等商品或服務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歸歸歸歸類類類類疑疑疑疑義義義義，，，，臚臚臚臚列如下列如下列如下列如下：：：：

依依依依「「「「銀銀銀銀行行行行發發發發行現金行現金行現金行現金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許許許許可及管可及管可及管可及管理辦理辦理辦理辦
法法法法」」」」第第第第3333條條條條規規規規定定定定，，，，所稱現金所稱現金所稱現金所稱現金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謂謂謂謂
【【【【發發發發卡卡卡卡人人人人】】】】以電子以電子以電子以電子、、、、磁力磁力磁力磁力或或或或光光光光學學學學形形形形式式式式儲儲儲儲
存金存金存金存金錢錢錢錢價值價值價值價值，，，，【【【【持持持持卡卡卡卡人人人人】】】】得得得得以所以所以所以所儲儲儲儲存金存金存金存金
錢錢錢錢價值價值價值價值之之之之全全全全部或一部部或一部部或一部部或一部交交交交換貨換貨換貨換貨物或物或物或物或勞勞勞勞務務務務，，，，
作為多用途之作為多用途之作為多用途之作為多用途之支付支付支付支付使使使使用用用用者者者者。。。。

銀行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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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3

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晶片卡晶片卡晶片卡晶片卡、、、、ＩＣＩＣＩＣＩＣ卡卡卡卡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儲儲儲儲存個存個存個存個人資人資人資人資
料料料料、、、、消費消費消費消費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而而而而活活活活用於各種金用於各種金用於各種金用於各種金融融融融性與非金性與非金性與非金性與非金
融融融融性之服務當中性之服務當中性之服務當中性之服務當中，，，，如如如如大大大大樓樓樓樓進出管進出管進出管進出管制制制制、、、、商商商商店店店店
之之之之消費消費消費消費累累累累積計積計積計積計點點點點活活活活動動動動、、、、消費消費消費消費模式分模式分模式分模式分析析析析、、、、健健健健
保保保保資資資資料料料料、、、、身分身分身分身分資資資資料料料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卡片卡片卡片卡片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繁繁繁繁多多多多，，，，
因卡片因卡片因卡片因卡片具有多種用途具有多種用途具有多種用途具有多種用途跨跨跨跨第第第第9999類或第類或第類或第類或第36363636類類類類，，，，故故故故
36363636類不類不類不類不受理受理受理受理「「「「發發發發行行行行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晶片晶片晶片晶片
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ＩＣＩＣＩＣＩＣ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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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4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
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專路專路專路專用用用用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目目目目前前前前市場市場市場市場上多上多上多上多
屬屬屬屬業業業業者者者者自自自自行行行行發發發發行行行行售售售售予予予予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待待待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購買購買購買購買
其商品或其商品或其商品或其商品或接接接接受受受受其服務時其服務時其服務時其服務時再再再再扣扣扣扣款款款款，，，，屬於屬於屬於屬於預付預付預付預付費費費費
用性用性用性用性質質質質，，，，不不不不得指得指得指得指定於第定於第定於第定於第36363636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應依所應依所應依所應依所販販販販
售售售售商品或所提商品或所提商品或所提商品或所提供供供供服務之類別提出服務之類別提出服務之類別提出服務之類別提出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如提如提如提如提
供供供供公公公公車運車運車運車運輸輸輸輸、、、、捷捷捷捷運運運運運運運運輸輸輸輸，，，，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9393939類類類類，，，，而而而而提提提提
供供供供電電電電信傳信傳信傳信傳輸輸輸輸，，，，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8383838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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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5

第第第第9999類類類類（（（（0957095709570957））））可可可可受理受理受理受理之商品名稱之商品名稱之商品名稱之商品名稱：：：：
磁磁磁磁性性性性識識識識別別別別卡卡卡卡、、、、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電電電電話話話話卡卡卡卡、、、、銀銀銀銀行行行行取取取取款款款款卡卡卡卡、、、、金金金金融融融融
卡卡卡卡、、、、ＩＣＩＣＩＣＩＣ卡卡卡卡、、、、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電電電電腦腦腦腦識識識識別別別別卡卡卡卡、、、、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路路路專專專專用用用用
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儲值卡、、、、智智智智慧慧慧慧卡卡卡卡、、、、磁磁磁磁條條條條卡卡卡卡。。。。

第第第第36363636類類類類（（（（3601360136013601））））可可可可受理受理受理受理之服務名稱之服務名稱之服務名稱之服務名稱：：：：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晶晶晶晶片片片片金金金金融卡融卡融卡融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簽簽簽簽帳帳帳帳
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聯聯聯聯合合合合簽簽簽簽帳帳帳帳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轉轉轉轉帳帳帳帳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借借借借款款款款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現現現現金金金金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發發發發行行行行現現現現金金金金儲值儲值儲值儲值

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提提提提供儲值供儲值供儲值供儲值消消消消費費費費之電子之電子之電子之電子錢錢錢錢包服包服包服包服務務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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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6

第第第第36363636類不類不類不類不可受可受可受可受理之服務名稱理之服務名稱理之服務名稱理之服務名稱：：：：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智慧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預付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發發發發行行行行IIIICCCC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發發發發行電行電行電行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專路專路專路專用用用用儲儲儲儲值值值值卡卡卡卡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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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6-7

依依依依尼斯尼斯尼斯尼斯分類分類分類分類：：：：第第第第35353535類類類類「「「「旅館經營旅館經營旅館經營旅館經營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著著著著重重重重於於於於
對旅館對旅館對旅館對旅館業業業業經營經營經營經營上之管上之管上之管上之管理理理理。。。。

第第第第36363636類類類類「「「「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管管管理理理理；；；；公公公公寓寓寓寓房房房房屋屋屋屋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管管管理理理理；；；；
分時不動產分時不動產分時不動產分時不動產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管管管管理理理理」」」」著著著著重重重重於為他於為他於為他於為他人人人人提提提提供供供供房房房房產產產產
增增增增值值值值之管之管之管之管理理理理。。。。

因因因因第第第第36363636類與第類與第類與第類與第35353535類服務名稱易類服務名稱易類服務名稱易類服務名稱易使使使使人人人人產產產產生生生生混淆混淆混淆混淆，，，，
故故故故修修修修正第正第正第正第36363636類類類類（（（（360704360704360704360704））））之用之用之用之用語語語語如下如下如下如下：：：：
「「「「不動產經不動產經不動產經不動產經營營營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不動產管理不動產管理不動產管理不動產管理」」」」

「「「「公公公公寓寓寓寓房房房房屋屋屋屋經經經經營營營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公公公公寓寓寓寓房房房房屋屋屋屋管理管理管理管理」」」」

「「「「分時不動產經分時不動產經分時不動產經分時不動產經營營營營管理管理管理管理」」」」修修修修正正正正為為為為「「「「分時不動產管理分時不動產管理分時不動產管理分時不動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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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3601360136013601：：：：銀銀銀銀行行行行

36363636類類類類：：：：發發發發行行行行信信信信用用用用卡卡卡卡服服服服務務務務

41414141類類類類：：：：彩彩彩彩券券券券發發發發行行行行

3609360936093609：：：：古董估古董估古董估古董估價價價價、、、、珠寶珠寶珠寶珠寶估估估估價價價價、、、、玉石估玉石估玉石估玉石估價價價價

36363636類類類類：：：：古董古董古董古董車車車車估價估價估價估價

35353535類類類類：：：：汽車估價汽車估價汽車估價汽車估價、、、、中古汽車估價中古汽車估價中古汽車估價中古汽車估價

42424242類類類類：：：：珠寶鑑定珠寶鑑定珠寶鑑定珠寶鑑定

42424242類類類類：：：：藝術品鑑定藝術品鑑定藝術品鑑定藝術品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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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7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營營營營建建建建；；；；修修修修繕繕繕繕；；；；安安安安裝裝裝裝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建造永久性建築物之承包商或分包商所本類主要包括建造永久性建築物之承包商或分包商所本類主要包括建造永久性建築物之承包商或分包商所本類主要包括建造永久性建築物之承包商或分包商所
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提供之服務，，，，以及個人或組織從事建築物之修復或保以及個人或組織從事建築物之修復或保以及個人或組織從事建築物之修復或保以及個人或組織從事建築物之修復或保
持原樣而不改變其物理或化學性質所提供之服務持原樣而不改變其物理或化學性質所提供之服務持原樣而不改變其物理或化學性質所提供之服務持原樣而不改變其物理或化學性質所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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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藝術藝術藝術藝術品品品品修修修修復復復復（（（（372915372915372915372915））））
樂樂樂樂器器器器修修修修復復復復（（（（372916372916372916372916））））
門窗門窗門窗門窗安安安安裝裝裝裝（（（（3724372437243724））））
游游游游泳泳泳泳池維池維池維池維護護護護（（（（370103370103370103370103））））
調調調調色色色色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墨水匣的的的的再再再再填充填充填充填充（（（（370302370302370302370302））））

修修修修改改改改：「：「：「：「交交交交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維維維維修修修修站站站站」」」」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
「「「「交交交交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通工具維維維維修修修修站站站站【【【【加油及加油及加油及加油及維維維維修修修修】】】】」」」」

移類移類移類移類：：：：布布布布料料料料縮縮縮縮密密密密（（（（400940094009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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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7-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各各各各式式式式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物之物之物之物之營營營營建建建建代代代代建建建建；；；；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物物物物
設設設設計計計計；；；；室室室室內內內內設設設設計計計計；；；；園景造景施園景造景施園景造景施園景造景施工工工工；；；；
園景設園景設園景設園景設計計計計；；；；水電工水電工水電工水電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全雖全雖全雖全為建築物之為建築物之為建築物之為建築物之承包承包承包承包商或分商或分商或分商或分包包包包商所提商所提商所提商所提
供供供供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惟尼斯惟尼斯惟尼斯惟尼斯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將將將將『『『『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室內設計室內設計室內設計室內設計』』』』置於第置於第置於第置於第42424242類類類類，『，『，『，『園景園景園景園景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置於第置於第置於第置於第44444444類類類類。。。。

建築物設建築物設建築物設建築物設計計計計、、、、室內室內室內室內設設設設計計計計：：：：4204420442044204

園園園園景景景景設設設設計計計計：：：：44014401440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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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7-2

修修修修鎖鎖鎖鎖、、、、開鎖開鎖開鎖開鎖、、、、開開開開保保保保險鎖險鎖險鎖險鎖、、、、配配配配鎖鎖鎖鎖、、、、複複複複製製製製鎖鎖鎖鎖
匙匙匙匙、、、、鑰匙粗胚鑰匙粗胚鑰匙粗胚鑰匙粗胚切切切切割割割割、、、、安全鎖安全鎖安全鎖安全鎖修理修理修理修理。。。。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修修修修鎖鎖鎖鎖、、、、開鎖開鎖開鎖開鎖、、、、配配配配鎖鎖鎖鎖、、、、鑰鑰鑰鑰匙匙匙匙粗胚粗胚粗胚粗胚切切切切割割割割、、、、開開開開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鎖鎖鎖鎖，，，，於於於於交交交交易易易易習習習習慣慣慣慣及及及及市場實市場實市場實市場實際際際際情情情情況況況況，，，，常為常為常為常為來來來來自於同自於同自於同自於同一一一一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惟惟惟惟依依依依尼斯尼斯尼斯尼斯分類原則分類原則分類原則分類原則，，，，分屬分屬分屬分屬於於於於不不不不同同同同類類類類別別別別。。。。

40404040類類類類：：：：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

45454545類類類類：：：：開保險鎖開保險鎖開保險鎖開保險鎖

3753375337533753「「「「修鎖修鎖修鎖修鎖」」」」組群與組群與組群與組群與4024402440244024「「「「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鑰匙粗胚切割」、」、」、」、4511451145114511「「「「開開開開
保險鎖保險鎖保險鎖保險鎖」」」」互為類似服務互為類似服務互為類似服務互為類似服務。（。（。（。（35353535卷卷卷卷4444期公告期公告期公告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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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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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

第第第第37373737類類類類「「「「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清除處理物清除處理物清除處理物清除處理」」」」：：：：指指指指「「「「cleaningcleaningcleaningcleaning」，」，」，」，為他人打掃為他人打掃為他人打掃為他人打掃
並清理環境中之廢棄物並清理環境中之廢棄物並清理環境中之廢棄物並清理環境中之廢棄物（（（（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清潔公司除負責環境清清潔公司除負責環境清清潔公司除負責環境清清潔公司除負責環境清
潔外潔外潔外潔外，，，，並將一般或事業廢棄物集中待運並將一般或事業廢棄物集中待運並將一般或事業廢棄物集中待運並將一般或事業廢棄物集中待運））））

第第第第39393939類類類類「「「「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收物收物收物收集集集集、、、、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運物運物運物運送送送送、、、、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物物物存放存放存放存放」」」」：：：：指指指指
「「「「collectioncollectioncollectioncollection」，」，」，」，將已被集中待運之廢棄物收集並運至將已被集中待運之廢棄物收集並運至將已被集中待運之廢棄物收集並運至將已被集中待運之廢棄物收集並運至
定點暫存放定點暫存放定點暫存放定點暫存放（（（（例如例如例如例如：：：：環保清潔公司將已集中之廢棄物運環保清潔公司將已集中之廢棄物運環保清潔公司將已集中之廢棄物運環保清潔公司將已集中之廢棄物運
至回收廠至回收廠至回收廠至回收廠、、、、焚化廠焚化廠焚化廠焚化廠；；；；便利店定點回收寶特瓶便利店定點回收寶特瓶便利店定點回收寶特瓶便利店定點回收寶特瓶、、、、廢電池廢電池廢電池廢電池））））
【【【【3927392739273927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35353535卷卷卷卷4444期公告期公告期公告期公告((((新增新增新增新增))))

第第第第40404040類類類類「「「「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物物物再再再再生處理生處理生處理生處理、、、、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物物物掩埋掩埋掩埋掩埋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指指指指
「「「「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將廢棄物分類並依不同性質將廢棄物分類並依不同性質將廢棄物分類並依不同性質將廢棄物分類並依不同性質，，，，作不同之作不同之作不同之作不同之
銷毀或再生處理銷毀或再生處理銷毀或再生處理銷毀或再生處理（（（（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內湖垃圾掩埋場將垃圾掩埋內湖垃圾掩埋場將垃圾掩埋內湖垃圾掩埋場將垃圾掩埋內湖垃圾掩埋場將垃圾掩埋；；；；
木柵焚化場將垃圾焚化木柵焚化場將垃圾焚化木柵焚化場將垃圾焚化木柵焚化場將垃圾焚化；；；；將寶特瓶作壓縮將寶特瓶作壓縮將寶特瓶作壓縮將寶特瓶作壓縮、、、、切碎切碎切碎切碎、、、、分離分離分離分離

等處理等處理等處理等處理，，，，使再生成為織品原料使再生成為織品原料使再生成為織品原料使再生成為織品原料））））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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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8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通通通通訊訊訊訊。。。。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一人與另一人通過感覺方式進行本類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一人與另一人通過感覺方式進行本類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一人與另一人通過感覺方式進行本類主要包括至少能使一人與另一人通過感覺方式進行
通訊之服務通訊之服務通訊之服務通訊之服務。。。。這類服務包括這類服務包括這類服務包括這類服務包括：：：：
（（（（1111））））使一人與另一人交談使一人與另一人交談使一人與另一人交談使一人與另一人交談。。。。
（（（（2222））））將一人之消息傳達給另一人將一人之消息傳達給另一人將一人之消息傳達給另一人將一人之消息傳達給另一人。。。。
（（（（3333））））使一人與另一人進行言語或視覺之通信使一人與另一人進行言語或視覺之通信使一人與另一人進行言語或視覺之通信使一人與另一人進行言語或視覺之通信（（（（無線電無線電無線電無線電
及電視及電視及電視及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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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全全全全球球球球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網網網網路路路路存存存存取取取取時時時時間間間間之出之出之出之出租租租租（（（（3804380438043804））））
為電為電為電為電話購話購話購話購物服務提物服務提物服務提物服務提供供供供電電電電訊頻訊頻訊頻訊頻道道道道（（（（3804380438043804））））
提提提提供網供網供網供網路路路路聊天聊天聊天聊天室室室室（（（（3804380438043804））））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資資資資料料料料庫庫庫庫存存存存取取取取（（（（3804380438043804））））
語語語語音音音音郵郵郵郵件之件之件之件之傳送傳送傳送傳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380438043804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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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8-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新新新新聞傳播聞傳播聞傳播聞傳播；；；；電電電電子子子子報報報報；；；；電電電電信傳輸信傳輸信傳輸信傳輸；；；；
電電電電信信信信通通通通訊訊訊訊技術技術技術技術之之之之顧問顧問顧問顧問；；；；電電電電信信信信通通通通訊訊訊訊
設備租賃設備租賃設備租賃設備租賃…。。。。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雖雖雖皆皆皆皆係係係係透過網透過網透過網透過網路路路路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但但但但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報報報報』（』（』（』（從從從從網網網網路路路路上下上下上下上下載載載載之電子之電子之電子之電子刊刊刊刊物物物物））））係係係係
屬第屬第屬第屬第9999類的商品類的商品類的商品類的商品；；；；而而而而『『『『電電電電信信信信通通通通訊訊訊訊技技技技術術術術之之之之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2424242類的服務類的服務類的服務類的服務。。。。

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0917091709170917

報紙報紙報紙報紙：：：：1607160716071607

電電電電信信信信通通通通訊訊訊訊技技技技術術術術之之之之顧問顧問顧問顧問：：：：421442144214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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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分類分類分類小小小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3801380138013801：：：：新新新新聞聞聞聞傳傳傳傳播播播播
09090909類類類類：：：：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16161616類類類類：：：：報紙報紙報紙報紙

41414141類類類類：：：：新聞採訪新聞採訪新聞採訪新聞採訪

3802380238023802：：：：電電電電視播視播視播視播送送送送、、、、電電電電台台台台廣廣廣廣播播播播
35353535類類類類：：：：電視廣告電視廣告電視廣告電視廣告、、、、收音機廣告收音機廣告收音機廣告收音機廣告

3804380438043804：：：：電子電子電子電子郵郵郵郵件件件件傳送傳送傳送傳送、、、、電子電子電子電子郵寄郵寄郵寄郵寄
39393939類類類類：：：：郵件之投遞郵件之投遞郵件之投遞郵件之投遞

3804380438043804：：：：電子電子電子電子信信信信箱箱箱箱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42424242類類類類：：：：網路伺服空間出租網路伺服空間出租網路伺服空間出租網路伺服空間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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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9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運運運運輸輸輸輸；；；；商品商品商品商品綑紮綑紮綑紮綑紮及及及及倉儲倉儲倉儲倉儲；；；；旅旅旅旅行行行行安安安安排排排排。。。。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將人員或商品自一地運送至他地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將人員或商品自一地運送至他地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將人員或商品自一地運送至他地之服務本類主要包括將人員或商品自一地運送至他地之服務（（（（以以以以
鐵路鐵路鐵路鐵路、、、、公路公路公路公路、、、、水路水路水路水路、、、、空中或管線空中或管線空中或管線空中或管線））））及與此運輸有關之必要及與此運輸有關之必要及與此運輸有關之必要及與此運輸有關之必要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以及為便於保存或看管而在倉庫或其他建築物儲存以及為便於保存或看管而在倉庫或其他建築物儲存以及為便於保存或看管而在倉庫或其他建築物儲存以及為便於保存或看管而在倉庫或其他建築物儲存
商品之相關服務商品之相關服務商品之相關服務商品之相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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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鮮鮮鮮鮮花花花花遞遞遞遞送送送送（（（（3906390639063906））））
郵郵郵郵件的件的件的件的郵郵郵郵資資資資蓋蓋蓋蓋印印印印服務服務服務服務（（（（3906390639063906））））
交交交交通通通通資資資資訊訊訊訊（（（（3913391339133913））））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旅旅旅旅行行行行社社社社（（（（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除除除除外外外外）（）（）（）（3911391139113911））））

修修修修改改改改：「：「：「：「電子電子電子電子儲儲儲儲存存存存紀紀紀紀錄錄錄錄或或或或文文文文件的保管件的保管件的保管件的保管（（（（3922392239223922）」）」）」）」
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電子電子電子電子儲儲儲儲存存存存紀紀紀紀錄載體錄載體錄載體錄載體或或或或文文文文件的保件的保件的保件的保
管管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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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39-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安安安安排排排排旅遊旅遊旅遊旅遊；；；；代代代代預預預預訂訂訂訂國國國國內內內內外運外運外運外運輸事輸事輸事輸事
業業業業之之之之客票客票客票客票；；；；旅遊預約旅遊預約旅遊預約旅遊預約、、、、餐廳預約餐廳預約餐廳預約餐廳預約、、、、
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提供旅遊提供旅遊提供旅遊提供旅遊資資資資訊訊訊訊、、、、休閒休閒休閒休閒
活活活活動動動動資資資資訊訊訊訊…。。。。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雖全雖全雖全雖全為為為為旅旅旅旅遊遊遊遊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相關服務，，，，惟惟惟惟『『『『餐餐餐餐廳預約廳預約廳預約廳預約、、、、
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旅館預約』』』』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3434343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休閒休閒休閒休閒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資資資資訊訊訊訊』』』』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1414141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

餐餐餐餐廳廳廳廳預預預預約約約約、、、、旅館旅館旅館旅館預預預預約約約約：：：：4302430243024302

休閒休閒休閒休閒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資訊資訊資訊資訊：：：：410741074107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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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3901390139013901：：：：貴貴貴貴重重重重物品之警衛物品之警衛物品之警衛物品之警衛護護護護運運運運
45454545類類類類：：：：保全保全保全保全

3905390539053905：：：：貨貨貨貨物運物運物運物運輸輸輸輸前前前前之包裝之包裝之包裝之包裝
35353535類類類類：：：：產品包裝產品包裝產品包裝產品包裝

3909390939093909：：：：車輛車輛車輛車輛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41414141類類類類：：：：電子花車出租電子花車出租電子花車出租電子花車出租

3911391139113911：：：：安安安安排排排排旅旅旅旅遊遊遊遊
41414141類類類類：：：：休閒活動資訊休閒活動資訊休閒活動資訊休閒活動資訊

43434343類類類類：：：：代預訂餐廳代預訂餐廳代預訂餐廳代預訂餐廳、、、、代預訂旅館代預訂旅館代預訂旅館代預訂旅館

3912391239123912：：：：停停停停車車車車場場場場
35353535類類類類：：：：停車場經營管理顧問停車場經營管理顧問停車場經營管理顧問停車場經營管理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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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0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未列入其他類別本類主要包括未列入其他類別本類主要包括未列入其他類別本類主要包括未列入其他類別、、、、對有機物質對有機物質對有機物質對有機物質、、、、無機物質無機物質無機物質無機物質
或物品進行機械或化學處理或加工之服務或物品進行機械或化學處理或加工之服務或物品進行機械或化學處理或加工之服務或物品進行機械或化學處理或加工之服務。。。。
就分類目的而言就分類目的而言就分類目的而言就分類目的而言，，，，僅在為他人進行處理或加工情況下僅在為他人進行處理或加工情況下僅在為他人進行處理或加工情況下僅在為他人進行處理或加工情況下，，，，
所使用之標章才被視為服務標章所使用之標章才被視為服務標章所使用之標章才被視為服務標章所使用之標章才被視為服務標章。。。。由進行處理或加工之由進行處理或加工之由進行處理或加工之由進行處理或加工之
人銷售該物質或物品時人銷售該物質或物品時人銷售該物質或物品時人銷售該物質或物品時，，，，其所有使用之標章則認定為商其所有使用之標章則認定為商其所有使用之標章則認定為商其所有使用之標章則認定為商

標標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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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食物食物食物食物冷冷冷冷凍凍凍凍（（（（4011401140114011））））
空調設備空調設備空調設備空調設備出出出出租租租租（（（（4004400440044004））））
空空空空間間間間暖暖暖暖器器器器設備設備設備設備出出出出租租租租（（（（400440044004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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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40-1

服服服服裝裝裝裝裁裁裁裁縫縫縫縫；；；；服服服服裝裝裝裝修補修補修補修補；；；；服服服服裝裝裝裝修修修修改改改改；；；；布料布料布料布料
縮密縮密縮密縮密；；；；服服服服裝裝裝裝設設設設計計計計；；；；服服服服裝裝裝裝出出出出租租租租。。。。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服服服服裝修裝修裝修裝修補補補補」」」」(37(37(37(37))))係指將衣係指將衣係指將衣係指將衣服服服服破損破損破損破損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修修修修復復復復，，，，而而而而不改變其原樣之服務不改變其原樣之服務不改變其原樣之服務不改變其原樣之服務。。。。

「「「「服服服服裝裝裝裝裁縫裁縫裁縫裁縫、、、、服服服服裝修裝修裝修裝修改改改改」」」」(40(40(40(40))))係指係指係指係指對對對對布布布布疋疋疋疋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裁裁裁裁剪剪剪剪、、、、縫縫縫縫製成製成製成製成衣衣衣衣服之加工服務服之加工服務服之加工服務服之加工服務，「，「，「，「布布布布料料料料
縮縮縮縮密密密密」」」」係係係係改變其主要特性之改變其主要特性之改變其主要特性之改變其主要特性之處理處理處理處理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服裝服裝服裝服裝修修修修補補補補」」」」3716

「「「「服裝設服裝設服裝設服裝設計計計計」」」」4215

「「「「服裝服裝服裝服裝出出出出租租租租」」」」4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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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4001400140014001：：：：影影影影像像像像合成處理合成處理合成處理合成處理、、、、照照照照相相相相製製製製版版版版
35353535類類類類：：：：排版排版排版排版、、、、製版製版製版製版

41414141類類類類：：：：影像數位成像服務影像數位成像服務影像數位成像服務影像數位成像服務

42424242類類類類：：：：影像數位化轉換處理影像數位化轉換處理影像數位化轉換處理影像數位化轉換處理

4004400440044004：：：：廢棄廢棄廢棄廢棄物及可物及可物及可物及可再回再回再回再回收物之分類收物之分類收物之分類收物之分類
37373737類類類類：：：：廢棄物清除處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廢棄物清除處理廢棄物清除處理

39393939類類類類：：：：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廢棄物運送、、、、廢棄物回收廢棄物回收廢棄物回收廢棄物回收、、、、廢棄物收集廢棄物收集廢棄物收集廢棄物收集、、、、
廢棄物存放廢棄物存放廢棄物存放廢棄物存放

4023402340234023：：：：印刷印刷印刷印刷
35353535類類類類：：：：文件之複印影印複製文件之複印影印複製文件之複印影印複製文件之複印影印複製

40404040類類類類：：：：文件裝訂文件裝訂文件裝訂文件裝訂、、、、書籍裝訂書籍裝訂書籍裝訂書籍裝訂（（（（40024002400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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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1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教教教教育育育育；；；；訓練訓練訓練訓練；；；；娛娛娛娛樂樂樂樂；；；；運動運動運動運動及及及及文文文文化化化化活活活活動動動動。。。。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發展人類或動物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發展人類或動物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發展人類或動物本類主要包括個人或團體所提供發展人類或動物智智智智能能能能

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以及以以及以以及以以及以娛樂娛樂娛樂娛樂或或或或吸引注意力吸引注意力吸引注意力吸引注意力為目的之服務為目的之服務為目的之服務為目的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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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娛樂票娛樂票娛樂票娛樂票務務務務代代代代理理理理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112411241124112））））
教科教科教科教科書撰書撰書撰書撰寫寫寫寫【【【【廣廣廣廣告稿告稿告稿告稿除除除除外外外外】】】】（（（（4101410141014101））））
安安安安排和排和排和排和籌劃籌劃籌劃籌劃音音音音樂會樂會樂會樂會（（（（4112411241124112））））
書書書書法服務法服務法服務法服務（（（（4105410541054105））））
除除除除廣廣廣廣告告告告以以以以外外外外的的的的版版版版面面面面設計設計設計設計（（（（4101410141014101））））

修修修修改改改改：「：「：「：「提提提提供供供供電電電電影院設影院設影院設影院設施施施施」」」」修修修修改為改為改為改為「「「「電電電電影院設影院設影院設影院設
施施施施」（」（」（」（410641064106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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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41-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教教教教育育育育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育幼育幼育幼育幼院院院院；；；；幼稚幼稚幼稚幼稚園園園園；；；；托托托托兒兒兒兒所所所所；；；；
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娛樂娛樂娛樂娛樂、、、、運動及運動及運動及運動及文文文文化化化化活活活活動動動動；；；；舉舉舉舉辦辦辦辦各種各種各種各種
親親親親子子子子活活活活動動動動節節節節目目目目…。。。。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育育育育幼幼幼幼院院院院；；；；幼稚幼稚幼稚幼稚園園園園」」」」旨旨旨旨在在在在供供供供給給給給適適適適當當當當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的環境，，，，
以以以以促促促促進進進進兒童兒童兒童兒童身心身心身心身心健全健全健全健全發發發發展展展展之之之之幼稚幼稚幼稚幼稚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托托托托
兒兒兒兒所所所所」；」；」；」；指指指指辦辦辦辦理理理理兒童兒童兒童兒童托托托托育育育育照照照照顧顧顧顧之機之機之機之機構構構構。。。。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目目目目的的的的在使在使在使在使受受受受托托托托兒童兒童兒童兒童透透透透過學過學過學過學習習習習活動及活動及活動及活動及遊戲遊戲遊戲遊戲，，，，以以以以
協協協協助助助助其其其其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各各各各階段階段階段階段之之之之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3434343類服類服類服類服務務務務。。。。
而而而而「「「「舉舉舉舉辦娛辦娛辦娛辦娛樂樂樂樂、、、、運動及運動及運動及運動及文文文文化活動化活動化活動化活動」』」』」』」』雖為雖為雖為雖為41414141
類服類服類服類服務務務務，，，，惟惟惟惟分屬不分屬不分屬不分屬不同組群同組群同組群同組群，，，，應應應應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托兒所：：：：4301430143014301

舉辦娛樂舉辦娛樂舉辦娛樂舉辦娛樂、、、、運動及文化活動運動及文化活動運動及文化活動運動及文化活動：：：：需具體指需具體指需具體指需具體指明明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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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4101410141014101：：：：代代代代理理理理各各各各種種種種書書書書籍籍籍籍雜誌雜誌雜誌雜誌之之之之訂訂訂訂閱閱閱閱

35353535類類類類：：：：安安安安排報紙訂閱排報紙訂閱排報紙訂閱排報紙訂閱

4101410141014101：：：：各各各各種種種種書書書書刊雜誌刊雜誌刊雜誌刊雜誌文文文文獻獻獻獻之之之之翻譯翻譯翻譯翻譯

42424242類類類類：：：：各種書刊各種書刊各種書刊各種書刊之之之之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4103410341034103：：：：職職職職業業業業輔輔輔輔導導導導（（（（教育教育教育教育或或或或訓練訓練訓練訓練之之之之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35353535類類類類：：：：職職職職業業業業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4107410741074107：：：：游泳游泳游泳游泳池池池池

44444444類類類類：：：：露天溫泉浴池露天溫泉浴池露天溫泉浴池露天溫泉浴池

4112411241124112：：：：演演演演藝藝藝藝經經經經紀紀紀紀人人人人

35353535類類類類：：：：表演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表演藝術家表演藝術家事業管理事業管理事業管理事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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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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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1

早早早早期期期期第第第第41414141類類類類核核核核准准准准之之之之「「「「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名稱名稱名稱名稱，，，，傳傳傳傳統統統統見見見見
解解解解係指係指係指係指具有各種現具有各種現具有各種現具有各種現場場場場節節節節目目目目演演演演出之出之出之出之場場場場所所所所而而而而言言言言，，，，
如如如如：：：：夜總夜總夜總夜總會會會會、、、、歌歌歌歌廳廳廳廳等等等等，，，，則則則則請申請請申請請申請請申請人修人修人修人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
「「「「夜總夜總夜總夜總會會會會、、、、歌歌歌歌廳廳廳廳」。」。」。」。

目目目目前前前前關於關於關於關於「「「「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之定之定之定之定義義義義為為為為「「「「一一一一群群群群志趣志趣志趣志趣相相相相
同之同之同之同之人人人人所組成的所組成的所組成的所組成的團團團團體體體體」，」，」，」，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歌迷歌迷歌迷歌迷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
影影影影迷迷迷迷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讀讀讀讀書書書書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汽汽汽汽車車車車迷迷迷迷俱俱俱俱樂樂樂樂
部部部部、、、、、、、、、、、、等等等等，，，，依依依依目目目目前前前前定定定定義義義義之之之之「「「「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其其其其
性性性性質質質質已已已已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非服務標的，，，，是是是是今後今後今後今後「「「「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不不不不再再再再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為服務名稱為服務名稱為服務名稱為服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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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醒醒醒ㄦㄦㄦㄦˊ́́́~2

「「「「籌籌籌籌組組組組影影影影迷迷迷迷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籌籌籌籌組組組組歌迷歌迷歌迷歌迷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則可則可則可則可
受理受理受理受理。。。。

若若若若指指指指定定定定「「「「健健健健身身身身俱俱俱俱樂樂樂樂部部部部」」」」請請請請修修修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健健健健身身身身房房房房」」」」
或或或或「「「「健健健健身中身中身中身中心心心心」。」。」。」。

「「「「MMMMTVTVTVTV」」」」為商標名稱為商標名稱為商標名稱為商標名稱，，，，不能為服務名稱不能為服務名稱不能為服務名稱不能為服務名稱，，，，應應應應修修修修
正為正為正為正為「「「「錄影節錄影節錄影節錄影節目目目目播播播播映映映映業業業業」」」」(4106(4106(4106(4106))))

41414141：：：：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花花花花車車車車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花花花花車表車表車表車表演演演演（（（（4112411241124112））））

電子電子電子電子花花花花車車車車租租租租賃賃賃賃（（（（411441144114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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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2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科科科科學及學及學及學及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性服務性服務性服務性服務與與與與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及其相及其相及其相及其相關關關關之之之之設設設設
計計計計；；；；工工工工業業業業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及及及及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硬體硬體硬體硬體、、、、
軟體軟體軟體軟體之之之之設設設設計及計及計及計及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第第第第42424242類服務主要包括由個人類服務主要包括由個人類服務主要包括由個人類服務主要包括由個人（（（（單獨單獨單獨單獨或或或或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藉藉藉藉由理由理由理由理論論論論或或或或實實實實
務提供之務提供之務提供之務提供之繁繁繁繁複活動複活動複活動複活動；；；；此種服務係由此種服務係由此種服務係由此種服務係由專專專專業人員所提供業人員所提供業人員所提供業人員所提供如如如如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家家家家，，，，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物理學家家家家，，，，工工工工程師程師程師程師，，，，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程程程程式式式式設計師等設計師等設計師等設計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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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1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修修修修改改改改：：：：科科科科學及學及學及學及技技技技術術術術性服務與性服務與性服務與性服務與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及其相關及其相關及其相關及其相關
之之之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工工工工業業業業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及及及及研研研研究究究究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電電電電
腦腦腦腦硬硬硬硬體體體體、、、、軟軟軟軟體體體體之之之之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及及及及開發開發開發開發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修修修修改改改改：：：：第第第第42424242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包括包括包括包括由由由由個個個個人人人人（（（（單單單單獨獨獨獨
或或或或共共共共同同同同））））藉由藉由藉由藉由理理理理論或論或論或論或實實實實務提務提務提務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繁繁繁繁
複活複活複活複活動動動動；；；；此種服務此種服務此種服務此種服務係係係係由由由由專專專專業人業人業人業人員員員員所所所所
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如化學如化學如化學如化學家家家家、、、、物物物物理理理理學學學學家家家家、、、、工工工工程程程程師師師師
、、、、電電電電腦程腦程腦程腦程式式式式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師師師師【【【【原電原電原電原電腦腦腦腦分分分分析析析析師師師師】】】】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律師律師律師律師】】】】等等等等。。。。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在在在在「「「「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第第第第45454545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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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2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電電電電腦軟腦軟腦軟腦軟體體體體諮詢諮詢諮詢諮詢（（（（4210421042104210）、）、）、）、提提提提供網供網供網供網路路路路搜搜搜搜尋尋尋尋
引擎引擎引擎引擎（（（（4210421042104210）、）、）、）、網網網網路路路路伺伺伺伺服器出服器出服器出服器出租租租租（（（（4210421042104210））））
、、、、電電電電腦腦腦腦病病病病毒毒毒毒防護服務防護服務防護服務防護服務（（（（4210421042104210）、）、）、）、節節節節能能能能領領領領
域域域域的的的的諮詢諮詢諮詢諮詢（（（（4214421442144214）、）、）、）、環環環環境境境境保護保護保護保護領領領領域域域域的的的的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4222422242224222））））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環環環環境境境境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諮詢諮詢諮詢諮詢（（（（4222422242224222））））

移類移類移類移類：：：：著著著著作作作作權權權權管管管管理理理理（（（（45454545）、）、）、）、訴訟訴訟訴訟訴訟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5454545）、）、）、）、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研研研研究究究究（（（（45454545）、）、）、）、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產產產產權授權權授權權授權權授權（（（（45454545））））
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產產產產權諮詢權諮詢權諮詢權諮詢（（（（45454545）、）、）、）、仲仲仲仲裁裁裁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5454545））））
、、、、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智慧財產產產產權權權權監監監監看看看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545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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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 42-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油油油油田探勘田探勘田探勘田探勘；；；；油油油油田調田調田調田調查查查查；；；；採採採採礦礦礦礦；；；；油油油油
井測試井測試井測試井測試；；；；鑿井鑿井鑿井鑿井；；；；天天天天氣氣氣氣預測預測預測預測；；；；新新新新聞聞聞聞
採訪採訪採訪採訪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人人人人工工工工造雨造雨造雨造雨…。。。。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礦礦礦礦業業業業及及及及石石石石油油油油開開開開採採採採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37373737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新新新新
聞聞聞聞採採採採訪訪訪訪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係係係係屬第屬第屬第屬第41414141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類服務。。。。

採採採採礦礦礦礦：：：：370109370109370109370109

鑿井鑿井鑿井鑿井：：：：370110370110370110370110

新新新新聞採聞採聞採聞採訪訪訪訪服服服服務務務務：：：：412241224122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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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4206420642064206：：：：電電電電腦腦腦腦動動動動畫畫畫畫設設設設計計計計及製及製及製及製作作作作

35353535類類類類：：：：動動動動畫畫畫畫廣廣廣廣告告告告之製之製之製之製作作作作

41414141類類類類：：：：動動動動畫畫畫畫影影影影片片片片之製之製之製之製作作作作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42424242類類類類與與與與37373737類類類類「「「「工工工工程程程程」」」」之分類之分類之分類之分類：：：：
42424242類類類類：：：：係提供腦力係提供腦力係提供腦力係提供腦力之之之之紙上紙上紙上紙上作業作業作業作業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即研發即研發即研發即研發、、、、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如如如如：：：：建築建築建築建築物物物物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37373737類類類類：：：：係提供勞力係提供勞力係提供勞力係提供勞力之之之之實際施實際施實際施實際施作作作作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即工程施工即工程施工即工程施工即工程施工，，，，如如如如
水水水水電電電電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屬屬屬屬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列列列列為為為為服服服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需需需需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為為為為42424242類之類之類之類之「「「「○○○○○○○○工工工工程程程程設設設設計計計計」」」」或或或或37373737類之類之類之類之
「「「「○○○○○○○○工工工工程程程程施施施施工工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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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3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提供食提供食提供食提供食物及物及物及物及飲飲飲飲料之服務料之服務料之服務料之服務；；；；臨時臨時臨時臨時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第第第第43434343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類服務主要指指指指個人或機個人或機個人或機個人或機構構構構提供餐提供餐提供餐提供餐飲飲飲飲消消消消費費費費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提提提提
供在旅館或供在旅館或供在旅館或供在旅館或含膳含膳含膳含膳旅旅旅旅店獲得床店獲得床店獲得床店獲得床位位位位、、、、餐餐餐餐飲飲飲飲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或其他提或其他提或其他提或其他提
供供供供臨臨臨臨時時時時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旅旅旅旅店等店等店等店等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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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43-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餐廳餐廳餐廳餐廳；；；；渡假村渡假村渡假村渡假村；；；；飯店飯店飯店飯店；；；；披薩披薩披薩披薩專專專專賣賣賣賣
店店店店；；；；旅館旅館旅館旅館；；；；民宿民宿民宿民宿；；；；空空空空廚廚廚廚…。。。。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一一一一般般般般係指係指係指係指提提提提供供供供遊遊遊遊樂場樂場樂場樂場所所所所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該該該該場場場場所所所所亦亦亦亦有提有提有提有提供供供供餐餐餐餐食及食及食及食及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宜宜宜宜
修修修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之之之之餐餐餐餐廳廳廳廳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之之之之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披薩披薩披薩披薩專專專專賣賣賣賣店店店店」」」」可能可能可能可能跨跨跨跨第第第第30303030類類類類「「「「披披披披
薩薩薩薩」」」」商品商品商品商品，，，，宜宜宜宜修修修修正為正為正為正為「「「「披薩速披薩速披薩速披薩速食食食食店店店店」。」。」。」。

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之之之之餐餐餐餐廳廳廳廳服服服服務務務務：：：：4302430243024302

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之之之之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服服服服務務務務：：：：4302430243024302

披薩披薩披薩披薩速速速速食食食食店店店店：：：：430243024302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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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麵包麵包麵包麵包店店店店」」」」

30303030類類類類：：：：麵包麵包麵包麵包

35353535類類類類：：：：食食食食品零售品零售品零售品零售、、、、麵包麵包麵包麵包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43434343類類類類：：：：係係係係指指指指目前流行目前流行目前流行目前流行之之之之「「「「麵包麵包麵包麵包店店店店」」」」附帶提供設座附帶提供設座附帶提供設座附帶提供設座之之之之餐餐餐餐飲飲飲飲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則則則則請指請指請指請指明明明明為為為為「「「「冷熱飲冷熱飲冷熱飲冷熱飲食食食食店店店店、、、、早餐早餐早餐早餐店店店店、、、、咖啡廳咖啡廳咖啡廳咖啡廳」。」。」。」。

「「「「海海海海產產產產店店店店」」」」依目依目依目依目前前前前市場市場市場市場交交交交易易易易型型型型態態態態有有有有三三三三種種種種，，，，一一一一為為為為
「「「「海海海海產產產產餐餐餐餐廳廳廳廳」」」」，，，，一一一一為為為為專專專專賣海賣海賣海賣海產之產之產之產之商商商商店店店店，，，，另另另另為為為為活水活水活水活水
產產產產商商商商品品品品，，，，應應應應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31313131類類類類：：：：活活活活水產水產水產水產

35353535類類類類：：：：海產海產海產海產零售零售零售零售

43434343類類類類：：：：海產餐廳海產餐廳海產餐廳海產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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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壽壽壽壽司店司店司店司店、、、、披薩店披薩店披薩店披薩店」」」」涵義涵義涵義涵義廣泛廣泛廣泛廣泛，，，，需需需需具具具具體指體指體指體指明明明明：：：：
30303030類類類類：：：：壽司壽司壽司壽司、、、、披薩披薩披薩披薩

43434343類類類類：：：：壽司壽司壽司壽司餐餐餐餐飲店飲店飲店飲店、、、、速食速食速食速食披薩披薩披薩披薩店店店店

「「「「渡渡渡渡假假假假村村村村、、、、農農農農場場場場」」」」
41414141類類類類：：：：觀光牧觀光牧觀光牧觀光牧場場場場、、、、觀光農觀光農觀光農觀光農場場場場

43434343類類類類：：：：渡假村渡假村渡假村渡假村之餐廳服務及之餐廳服務及之餐廳服務及之餐廳服務及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43434343類類類類：：：：農農農農場之餐廳服務場之餐廳服務場之餐廳服務場之餐廳服務、、、、農農農農場之場之場之場之住宿住宿住宿住宿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雞雞雞雞排排排排店店店店、、、、烤玉米烤玉米烤玉米烤玉米攤攤攤攤

29292929類類類類：：：：炸炸炸炸雞雞雞雞排排排排、、、、烤玉米烤玉米烤玉米烤玉米

30303030類類類類：：：：雞雞雞雞排排排排飯飯飯飯

43434343類類類類：：：：小小小小吃店吃店吃店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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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4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醫療醫療醫療醫療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獸醫獸醫獸醫獸醫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為人類或為人類或為人類或為人類或動動動動物之衛物之衛物之衛物之衛
生及生及生及生及美容服務美容服務美容服務美容服務；；；；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及及及及林業林業林業林業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第第第第44444444類服務主要包括個人或機類服務主要包括個人或機類服務主要包括個人或機類服務主要包括個人或機構構構構對人類或動物所提供對人類或動物所提供對人類或動物所提供對人類或動物所提供
之之之之醫療照醫療照醫療照醫療照顧顧顧顧、、、、衛生衛生衛生衛生及及及及美容美容美容美容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也也也也包括對包括對包括對包括對農農農農業業業業、、、、園藝園藝園藝園藝
及及及及林林林林業所提供之服務業所提供之服務業所提供之服務業所提供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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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景景景景觀觀觀觀設計設計設計設計（（（（4401440144014401））））
藥藥藥藥劑劑劑劑調調調調配配配配（（（（4403440344034403））））
遠遠遠遠距距距距醫醫醫醫療療療療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403440344034403））））
美美美美容服務容服務容服務容服務（（（（4402440244024402））））
桑拿桑拿桑拿桑拿浴浴浴浴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402440244024402））））
日日日日光浴光浴光浴光浴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403440344034403））））
健健健健康溫泉康溫泉康溫泉康溫泉浴浴浴浴場場場場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40244024402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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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案例現場44-1
案案案案例例例例：：：：美美美美容容容容；；；；三三三三溫溫溫溫暖暖暖暖；；；；芳香療芳香療芳香療芳香療法服務法服務法服務法服務；；；；養養養養老老老老院院院院；；；；

安安安安養養養養院院院院；；；；日間日間日間日間托老托老托老托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療療療療養養養養院院院院…。。。。
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養養養養老老老老院院院院、、、、日日日日間間間間托老托老托老托老服服服服務務務務：：：：4303430343034303

安安安安養養養養院院院院：：：：係指係指係指係指設設設設有有有有看看看看護護護護及醫療設備之及醫療設備之及醫療設備之及醫療設備之老老老老人人人人照照照照護護護護
機機機機構構構構。。。。

養養養養老老老老院院院院：：：：單單單單純純純純提提提提供供供供老老老老人人人人休休休休養養養養安安安安居居居居處處處處所所所所。。。。

日日日日間間間間托老托老托老托老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係為係為係為係為提提提提供長供長供長供長者者者者白白白白天時天時天時天時間間間間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的生活
照照照照顧顧顧顧，，，，晚晚晚晚上上上上再送回再送回再送回再送回家之服家之服家之服家之服務務務務，，，，坊坊坊坊間間間間不不不不論論論論養養養養老老老老院院院院、、、、
安安安安養中養中養中養中心心心心、、、、照照照照護護護護中中中中心心心心均均均均有有有有類類類類似似似似服服服服務務務務之之之之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因因因因其其其其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需有需有需有需有護護護護理理理理專專專專業照業照業照業照顧顧顧顧之之之之需需需需求並求並求並求並不明不明不明不明確且確且確且確且有有有有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之之之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日日日日間間間間托老托老托老托老服服服服務務務務」」」」性性性性質上可能質上可能質上可能質上可能兼兼兼兼而有而有而有而有之之之之，，，，
是目是目是目是目前先前先前先前先以以以以文文文文字字字字表表表表面面面面意義意義意義意義定定定定位位位位核核核核收收收收於於於於第第第第43434343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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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4403440344034403：：：：安安安安養養養養院院院院、、、、療療療療養養養養院院院院

43434343類類類類：：：：養老院養老院養老院養老院

4411441144114411：：：：動物動物動物動物美美美美容容容容

43434343類類類類：：：：動物之膳宿動物之膳宿動物之膳宿動物之膳宿

45454545類類類類：：：：寵物臨時照護寵物臨時照護寵物臨時照護寵物臨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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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5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紅字紅字紅字紅字部分部分部分部分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為廣泛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核核核核收服收服收服收服務務務務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為保護為保護為保護為保護財財財財產或個產或個產或個產或個人人人人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安安安安全全全全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為配合個為配合個為配合個為配合個人需人需人需人需求求求求由由由由他他他他人人人人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私私私私人人人人或或或或社社社社
會會會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特特特特別包括別包括別包括別包括：：：：
對個人或企業之對個人或企業之對個人或企業之對個人或企業之安全安全安全安全提供之調查及提供之調查及提供之調查及提供之調查及監督監督監督監督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對個人相關之社對個人相關之社對個人相關之社對個人相關之社會會會會活動所提供之服務活動所提供之服務活動所提供之服務活動所提供之服務，，，，如如如如社交社交社交社交伴護伴護伴護伴護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婚姻介紹婚姻介紹婚姻介紹婚姻介紹所所所所，，，，葬儀葬儀葬儀葬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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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1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修修修修改改改改：：：：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為保護為保護為保護為保護財財財財產或個產或個產或個產或個人人人人所提所提所提所提
供供供供之之之之安安安安全全全全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為配合個為配合個為配合個為配合個人需人需人需人需求求求求由由由由
他他他他人人人人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之之之之私私私私人人人人或或或或社會社會社會社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在在在在『『『『特別特別特別特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增加增加增加增加「「「「由由由由律律律律
師師師師為個為個為個為個人人人人、、、、組織組織組織組織、、、、團團團團體體體體、、、、企企企企業業業業提提提提供供供供
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增加增加增加增加：：：：在在在在『『『『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增加增加增加增加「「「「為為為為
保護保護保護保護軟軟軟軟體體體體所提所提所提所提供供供供之電之電之電之電腦腦腦腦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第第第第42424242
類類類類）」）」）」）」

註註註註解解解解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在在在在『『『『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特別不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中中中中，，，，刪除刪除刪除刪除「「「「法法法法
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第第第第42424242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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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尼斯尼斯尼斯9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版異動～～～～2
新增新增新增新增：：：：嬰兒嬰兒嬰兒嬰兒臨臨臨臨時時時時照照照照護護護護（（（（4523452345234523））））

住宅臨住宅臨住宅臨住宅臨時時時時照照照照護護護護（（（（4518451845184518））））
寵寵寵寵物物物物臨臨臨臨時時時時照照照照護護護護（（（（4524452445244524））））
個個個個人人人人背背背背景景景景調調調調查查查查（（（（4508450845084508））））
失失失失物物物物招招招招領領領領（（（（4599459945994599））））
為為為為安安安安全全全全目目目目的進行的行的進行的行的進行的行的進行的行李李李李檢檢檢檢查查查查（（（（4505450545054505））））
工工工工廠安廠安廠安廠安全檢全檢全檢全檢查查查查（（（（4509450945094509））））
火火火火災警災警災警災警報報報報器出器出器出器出租租租租（（（（4509450945094509））））
滅滅滅滅火器出火器出火器出火器出租租租租（（（（4509450945094509））））
調調調調解解解解（（（（4522452245224522））））
電電電電腦軟腦軟腦軟腦軟體體體體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522452245224522））））
網網網網域域域域名稱註名稱註名稱註名稱註冊冊冊冊【【【【法法法法律律律律服務服務服務服務】】】】（（（（452245224522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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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分類小TipsTipsTipsTips

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易混淆服務

4501450145014501各種服各種服各種服各種服飾飾飾飾之之之之租租租租賃賃賃賃

45454545類類類類：：：：服裝服裝服裝服裝租賃租賃租賃租賃

42424242類類類類：：：：服裝設服裝設服裝設服裝設計計計計

4518451845184518：：：：代代代代私私私私人人人人採採採採買買買買物品物品物品物品

35353535類類類類：：：：為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為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為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為企業採購商品及服務

35353535類類類類：：：：代辦禮品代辦禮品代辦禮品代辦禮品、、、、代辦紀念品代辦紀念品代辦紀念品代辦紀念品

4523452345234523嬰兒嬰兒嬰兒嬰兒臨臨臨臨時時時時照照照照護護護護

43434343類類類類：：：：托托托托兒兒兒兒所所所所、、、、托托托托育育育育中中中中心心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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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