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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禁止類農業產品項目 

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01021000 禁止類 牛，純種繁殖用 

01031000 禁止類 豬，純種繁殖用 

01051110 禁止類 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者 

01051120 禁止類 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者 

01051210 禁止類 火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者 

01051220 禁止類 火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者 

01051910 禁止類 
鴨、鵝、珍珠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185 公克及以下

者 

01051920 禁止類 
鴨、鵝、珍珠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185 公克及

以下者 

01059210 禁止類 
飼養之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185 公克以上，2000

公克及以下者 

01059220 禁止類 
飼養之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185 公克以上，

2000 公克及以下者 

01059310 禁止類 飼養之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2000 公克以上者 

01059320 禁止類 飼養之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2000 公克以上者 

01059910 禁止類 
鴨、鵝、火雞、珍珠雞，純種繁殖用，重量 185 公克

以上者 

01059920 禁止類 
鴨、鵝、火雞、珍珠雞，純種繁殖用除外，重量 185

公克以上者 

01060029 禁止類 其他飼養活畜 

01060030 禁止類 水產活動物 

01060040 禁止類 活獸畜 

02031200 禁止類 帶骨之豬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生鮮或冷藏 

02031911 禁止類 去骨豬腹脅肉（包括腩排），生鮮或冷藏 

02031919 禁止類 其他去骨豬肉，生鮮或冷藏 

02031991 禁止類 帶骨豬腹脅肉（包括腩排），生鮮或冷藏 

02031999 禁止類 其他帶骨豬肉，生鮮或冷藏 

02032100 禁止類 冷凍屠體及半片屠體豬肉 

2032200 禁止類 冷凍帶骨之豬腿肉、肩肉及其切割肉 

02032911 禁止類 冷凍去骨豬腹脅肉（包括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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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2919 禁止類 其他冷凍去骨豬肉 

02032991 禁止類 冷凍帶骨豬腹脅肉（包括腩排） 

02032999 禁止類 其他冷凍帶骨豬肉 

02061010 禁止類 牛肉骨，生鮮或冷藏 

02061090 禁止類 其他食用牛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62100 禁止類 冷凍牛舌 

02062910 禁止類 冷凍牛肉骨 

02062990 禁止類 其他冷凍食用牛雜碎 

02063010 禁止類 豬肉骨，生鮮或冷藏 

02063020 禁止類 
豬腳（包括前、後腿蹄膀及腱子肉）及橫膈膜，生鮮

或冷藏 

02063090 禁止類 其他食用豬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64100 禁止類 冷凍豬肝 

02064910 禁止類 冷凍豬筋 

02064920 禁止類 冷凍豬肉骨 

02064930 禁止類 冷凍豬腳（包括前、後腿蹄膀及腱子肉）及橫膈膜 

02064990 禁止類 其他冷凍食用豬雜碎 

02068011 禁止類 羊肉骨，生鮮或冷藏 

02068019 禁止類 其他食用羊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69010 禁止類 冷凍羊肉骨 

02069090 禁止類 其他冷凍羊雜碎 

02071200 禁止類 冷凍雞肉，未切成塊者 

02071311 禁止類 雞腿（包括棒棒腿及骨腿）及雞翅，生鮮或冷藏 

02071319 禁止類 其他雞肉肉塊，生鮮或冷藏 

02071320 禁止類 雞肝，生鮮或冷藏 

02071391 禁止類 雞心及雞腳，生鮮或冷藏 

02071392 禁止類 雞脖子，生鮮或冷藏 

02071399 禁止類 其他雞雜碎，生鮮或冷藏 

02071411 禁止類 冷凍雞腿（包括棒棒腿及骨腿）及雞趐 

02071419 禁止類 其他冷凍雞肉肉塊 

02071421 禁止類 冷凍雞肝 

02071422 禁止類 冷凍雞心及雞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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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71423 禁止類 冷凍雞脖子 

02071429 禁止類 其他冷凍雞雜碎 

02072400 禁止類 火雞肉，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2500 禁止類 冷凍火雞肉，未切成塊者 

02072610 禁止類 火雞肉肉塊，生鮮或冷藏 

02073210 禁止類 鴨肉，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3220 禁止類 鵝肉及珍珠雞肉，未切成塊者，生鮮或冷藏 

02073310 禁止類 冷凍鴨肉，未切成塊者 

02073320 禁止類 冷凍鵝肉及珍珠雞肉，未切成塊者 

02073510 禁止類 鴨肉肉塊，生鮮或冷藏 

02073520 禁止類 鵝肉及珍珠雞肉，肉塊，生鮮或冷藏 

02089030 禁止類 
第○二○七節除外之食用家禽雜碎，生鮮、冷藏或冷

凍 

02102000 禁止類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牛肉 

02109011 禁止類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雞肝 

02109012 禁止類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雞腿（包括棒棒腿及骨腿）及

雞翅 

02109013 禁止類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雞心及雞腳 

02109019 禁止類 其他部位雞肉，鹹、浸鹹、乾或燻製 

02109029 禁止類 
鹹、浸鹹、乾或燻製之其他食用家禽雜碎（肝除外）；

其他家禽雜碎製成之食用肉粉或粗肉粉 

03011000 禁止類 觀賞用魚 

03019210 禁止類 活鰻（白鰻、鱸鰻） 

03019220 禁止類 鰻線、鰻苗、幼鰻 

03019910 禁止類 其他魚苗 

03019929 禁止類 其他活魚 

03023100 禁止類 長鰭鮪，生鮮或冷藏 

03023200 禁止類 黃鰭鮪，生鮮或冷藏 

03023300 禁止類 正鰹、巴鰹，生鮮或冷藏 

03023900 禁止類 其他鮪魚（一般鮪魚），生鮮或冷藏 

03026400 禁止類 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生鮮或冷藏 

03026500 禁止類 鯊魚，生鮮或冷藏 



農業-4 

 

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03026600 禁止類 鰻魚（白鰻、鱸鰻），生鮮或冷藏 

03026940 禁止類 秋刀魚，生鮮或冷藏 

03026970 禁止類 
鮟鱇魚、大西洋竹筴魚、太平洋長身鱈魚、銀鱈，生

鮮或冷藏 

03034100 禁止類 冷凍長鰭鮪 

03034200 禁止類 冷凍黃鰭鮪 

03034300 禁止類 冷凍正鰹、巴鰹 

03034900 禁止類 其他冷凍鮪魚（一般鮪魚） 

03037400 禁止類 冷凍鯖魚（正鯖、花腹鯖、白腹鯖） 

03037500 禁止類 冷凍鯊魚 

03037600 禁止類 冷凍鰻魚（白鰻、鱸鰻） 

03037940 禁止類 冷凍秋刀魚 

03037970 禁止類 
冷凍魚安 魚康魚、大西洋竹筴魚、太平洋長身鱈魚、

銀鱈 

03037999 禁止類 其他冷凍魚類 

03041030 禁止類 供食用之魚翅，生鮮或冷藏 

03049011 禁止類 冷凍鰻魚漿 

03049030 禁止類 供食用之冷凍魚翅 

03055920 禁止類 乾魚翅 

03056920 禁止類 鹹魚翅 

03062311 禁止類 蝦苗 

03062410 禁止類 蟳、蟹苗 

03062911 禁止類 水產甲殼類種苗 

03071011 禁止類 牡蠣（蠔、蚵）苗 

03071019 禁止類 其他活、生鮮或冷藏牡蠣（蠔、蚵） 

03071020 禁止類 冷凍牡蠣（蠔、蚵） 

03071031 禁止類 乾牡蠣（蠔、蚵） 

03071032 禁止類 鹹或浸鹹牡蠣（蠔、蚵） 

03074120 禁止類 活、生鮮或冷藏魷魚 

03074912 禁止類 冷凍魷魚 

03074922 禁止類 乾、鹹、浸鹹、燻魷魚 

03079110 禁止類 軟體類動物及水產無脊椎動物之種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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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79160 禁止類 活、生鮮或冷藏九孔 

03079180 禁止類 活、生鮮或冷藏蛤蜊 

03079916 禁止類 冷凍九孔 

03079930 禁止類 冷凍蛤蜊 

0401101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鮮乳（生乳及羊

乳除外），含脂重量不超過 1%者 

0401102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保久乳（生乳及

羊乳除外），含脂重量不超過 1%者 

0401109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乳油及其他

乳，含脂重量不超過 1%者 

0401201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鮮乳（生乳及羊

乳除外），含脂重量超過 1%但不超過 6%者 

0401202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保久乳（生乳及

羊乳除外），含脂重量超過 1%但不超過 6%者 

0401209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乳油及其他

乳，含脂重量超過 1%但不超過 6%者 

0401301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鮮乳（生乳及羊

乳除外），含脂重量超過 6%者 

0401302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保久乳（生乳及

羊乳除外），含脂重量超過 6%者 

04013090 禁止類 
未濃縮且未加糖及未含其他甜味料之乳油及其他

乳，含脂重量超過 6%者 

04029110 禁止類 煉乳，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130 禁止類 乳皮，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190 禁止類 其他乳及乳油，未加糖或未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20 禁止類 乳水，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30 禁止類 乳皮，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40 禁止類 煉乳，加糖或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91 禁止類 羊乳，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92 禁止類 其他乳，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29999 禁止類 其他乳油，加糖或含其他甜味料者 

04039021 禁止類 
鮮或煉酪乳，不論是否加糖或含有其他甜味料或香

料，或添加水果、堅果或可可者 



農業-6 

 

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04039029 禁止類 
其他酪乳，不論是否加糖或含有其他甜味料或香料，

或添加水果、堅果或可可者 

04070011 禁止類 種蛋（無特異病原菌種蛋列入 040700•12） 

04070012 禁止類 無特異病原菌種蛋 

04070090 禁止類 其他帶殼禽蛋，鮮，調製或煮熟 

04081100 禁止類 蛋黃粉 

04081910 禁止類 冷凍蛋黃 

04081990 禁止類 其他類似品 

04089110 禁止類 全蛋粉 

04089190 禁止類 其他乾燥不帶殼禽蛋 

04089910 禁止類 冷凍蛋液 

04089990 禁止類 其他類似品 

04100010 禁止類 燕窩 

05040021 禁止類 

豬腸（包括大腸、小腸及直腸）及胃（肚），整個或

切開者均在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乾或

燻製者 

05040029 禁止類 

豬膀胱；其他動物之腸、膀胱及胃（魚類者除外），

整個或切開者均在內，生鮮、冷藏、冷凍、鹹、浸鹹、

乾或燻製者 

05069011 禁止類 虎骨（包括中藥用） 

05069012 禁止類 熊骨（包括中藥用） 

05071011 禁止類 象牙，經簡單處理，未加工亦未切割成形 

05071012 禁止類 火犀角（包括中藥用） 

05071013 禁止類 水犀角（包括中藥用） 

05071021 禁止類 象牙粉 

05071022 禁止類 犀角粉 

05071031 禁止類 象牙廢料 

05071032 禁止類 犀角廢料 

05079011 禁止類 玳瑁殼（包括中藥用） 

05079016 禁止類 鯨鬚、鯨鬚髮 

05079017 禁止類 鯨鬚、鯨鬚髮廢料 

05079019 禁止類 鹿茸（包括中藥用） 

05079020 禁止類 其他鹿茸（包括中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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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9026 禁止類 穿山甲片（包括中藥用） 

05080011 禁止類 珊瑚及其類似物質 

05080012 禁止類 珊瑚及其類似物質之粉及其廢料（包括中藥用） 

05100014 禁止類 麝香粒（包括中藥用） 

05100015 禁止類 麝香枝（包括中藥用） 

05100044 禁止類 熊膽 

05100045 禁止類 鹿鞭 

05111000 禁止類 牛精液 

05119110 禁止類 孵化用魚卵 

05119191 禁止類 蝦卵 

05119991 禁止類 動物精液 

05119992 禁止類 動物胚胎 

06011000 禁止類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休眠中者 

06012010 禁止類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生長中 

06012020 禁止類 鱗莖、塊莖、塊根、球莖、冠芽及匍匐莖，開花中 

06021010 禁止類 梨，未長根插穗及裔芽 

06021090 禁止類 其他未長根插穗及裔芽 

06022000 禁止類 
食用果實及堅果之樹，灌木及矮叢樹，已否接枝均在

內 

06024000 禁止類 玫瑰，已否接枝均在內 

06029010 禁止類 菇類菌種 

06029091 禁止類 其他活植物苗 

06029099 禁止類 其他活植物 

06031010 禁止類 鴉片罌粟花，鮮 

06031090 禁止類 其他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切花及花蕾，鮮 

06039010 禁止類 鴉片罌粟花，乾製或經其他處理 

06039090 禁止類 
其他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切花及花蕾，乾、染色、漂白，

塗裝或用其他方式處理者 

06049110 禁止類 
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各種植物之枝葉及其他部分，花朵

及花蕾除外，鮮 

06049121 禁止類 韓國草皮，鮮 

06049129 禁止類 其他觀賞用草皮，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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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49990 禁止類 

其他花束用或裝飾用之各種植物之枝葉及其他部

份，花朵及花蕾除外，乾、染色、漂白、塗裝或用其

他方式處理者 

07011000 禁止類 種薯 

07019000 禁止類 馬鈴薯（種薯除外），生鮮或冷藏 

07020000 禁止類 番茄，生鮮或冷藏 

07031010 禁止類 洋蔥，生鮮或冷藏 

07031020 禁止類 分蔥，生鮮或冷藏 

07032010 禁止類 種植用蒜球 

07032090 禁止類 其他大蒜，生鮮或冷藏 

07039000 禁止類 韭蔥及其他蔥屬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41000 禁止類 花椰菜及青花菜，生鮮或冷藏 

07049010 禁止類 白菜，生鮮或冷藏 

07049090 禁止類 
球莖甘藍、無頭甘藍及類似可供食用蕓苔屬蔬菜，生

鮮或冷藏 

07051100 禁止類 結球萵苣，生鮮或冷藏 

07051900 禁止類 其他萵苣，生鮮或冷藏 

07061000 禁止類 胡蘿蔔及蕪菁，生鮮或冷藏 

07069000 禁止類 
火焰菜、婆羅門參、根芹菜、蘿蔔及類似可供食用根

菜，生鮮或冷藏 

07070000 禁止類 胡瓜及小胡瓜，生鮮或冷藏 

07081000 禁止類 豌豆，生鮮或冷藏 

07082000 禁止類 豇豆、菜豆，生鮮或冷藏 

07089000 禁止類 其他豆類蔬菜，生鮮或冷藏 

07092000 禁止類 蘆筍，生鮮或冷藏 

07093000 禁止類 茄子，生鮮或冷藏 

07094000 禁止類 芹菜（根芹菜除外），生鮮或冷藏 

07095110 禁止類 洋菇，生鮮或冷藏 

07095120 禁止類 香菇，生鮮或冷藏 

07095130 禁止類 草菇，生鮮或冷藏 

07095190 禁止類 其他食用菇類，生鮮或冷藏 

07096000 禁止類 辣椒及甜椒類果實，生鮮或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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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7000 禁止類 菠菜、番杏（毛菠菜）及山菠菜，生鮮或冷藏 

07099020 禁止類 甜玉米，生鮮或冷藏 

07102910 禁止類 冷凍紅豆（包括海紅豆、赤小豆、紅竹豆） 

07104000 禁止類 冷凍甜玉米 

07108010 禁止類 冷凍蘆筍 

07111000 禁止類 暫時保藏之洋蔥 

07114000 禁止類 暫時保藏之胡瓜及小黃瓜 

07119010 禁止類 暫時保藏之蕃茄 

07119090 禁止類 暫時保藏之其他蔬菜；混合蔬菜 

07122000 禁止類 乾洋蔥 

07123010 禁止類 乾洋菇 

07123020 禁止類 乾草菇 

07123030 禁止類 乾香菇 

07123090 禁止類 其他乾菇類 

07129021 禁止類 乾甜玉米種子 

07129029 禁止類 其他乾甜玉米 

07129030 禁止類 乾馬鈴薯，不論切塊或切片，但未經進一步處理 

07129040 禁止類 乾蒜球，整粒、切塊、切片、切碎或粉 

07129050 禁止類 乾金針菜 

07129090 禁止類 其他乾蔬菜；混合乾蔬菜 

07133110 禁止類 乾綠豆 

07133200 禁止類 乾紅豆（包括海紅豆、赤小豆、紅竹豆） 

07142010 禁止類 甘藷，生鮮、冷藏或乾 

07142020 禁止類 冷凍甘藷 

07149031 禁止類 乾製山藥 

07149032 禁止類 山藥，生鮮或冷藏 

07149033 禁止類 冷凍山藥 

08030000 禁止類 鮮或乾香蕉，包括芭蕉 

08041090 禁止類 其他棗類，鮮或乾 

08043000 禁止類 鳳梨，鮮或乾 

08044000 禁止類 酪梨，鮮或乾 

08045010 禁止類 番石榴，鮮或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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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45020 禁止類 芒果，鮮或乾 

08051010 

08051090 
禁止類 橙，鮮或乾 

08052010 禁止類 溫洲蜜柑，鮮或乾 

08052020 禁止類 地中海早橘，鮮或乾 

08052090 禁止類 
其他中國種之柑橘（包括寬皮柑）；螺柑及其他同類

雜交果實，鮮或乾 

08053010 

08053090 
禁止類 檸檬及萊姆，鮮或乾 

08054010 

08054090 
禁止類 葡萄柚，鮮或乾 

08059010 禁止類 鮮或乾柚 

08059090 禁止類 其他鮮或乾柑橘類果實 

08061000 禁止類 鮮葡萄 

08071100 禁止類 鮮西瓜 

08071910 禁止類 鮮蜜瓜 

08071990 禁止類 其他鮮瓜類 

08072000 禁止類 鮮木瓜 

08082019 禁止類 其他鮮梨 

08093000 禁止類 鮮桃（包括油桃） 

08094010 禁止類 鮮李子 

08094020 禁止類 鮮黑刺李 

08101000 禁止類 鮮草莓 

08109010 禁止類 鮮荔枝，桂圓 

08109030 禁止類 鮮柿子 

08109040 禁止類 鮮楊桃 

08109060 禁止類 鮮釋迦 

08109099 禁止類 其他鮮果(含鮮蓮霧及其他鮮果) 

08111000 禁止類 冷凍草莓 

08119011 禁止類 加糖或加甜味料之冷凍果實及堅果 

08119021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番石榴 

08119022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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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19023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香蕉 

08119024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芒果 

08119025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橙類 

08119026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鳳梨 

08119027 禁止類 未加糖或未加甜味料之冷凍木瓜 

08122000 禁止類 暫時保藏之草莓 

08129000 禁止類 其他果實與堅果，暫時保藏而不適於即時食用者 

08132010 禁止類 梅乾，盒裝 

08132020 禁止類 梅乾，散裝 

08134010 禁止類 桂圓，桂圓肉 

09021000 禁止類 綠茶（未發酵），每包不超過 3 公斤 

09022000 禁止類 綠茶（未發酵），每包超過 3 公斤 

09023010 禁止類 普洱茶，每包不超過 3 公斤 

09023020 禁止類 部分發酵茶，每包不超過 3 公斤 

09023090 禁止類 其他紅茶（發酵）及部份發酵茶，每包不超過 3 公斤 

09024010 禁止類 普洱茶，每包超過 3 公斤 

09024020 禁止類 部分發酵茶，每包超過 3 公斤 

09024090 禁止類 其他紅茶（發酵）及部份發酵茶，每包超過 3 公斤 

09050000 禁止類 香草 

09101000 禁止類 薑 

10051000 禁止類 玉蜀黍種子 

10061000 禁止類 稻穀 

10062000 禁止類 糙米 

10063000 禁止類 半碾或全碾白米，不論是否磨光 

10064000 禁止類 碎米 

10081000 禁止類 蕎麥 

10082000 禁止類 小米 

11023010 禁止類 糯米粉 

11023090 禁止類 其他稻米粉 

11031400 禁止類 粗碾去殼之米及其細粒 

11031910 禁止類 粗碾去殼之薏仁及其細粒 

11032910 禁止類 米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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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1910 禁止類 滾壓或製成細片之米 

11042920 禁止類 其他加工米 

11061010 禁止類 紅豆（包括海紅豆、赤小豆、紅竹豆）之粉及細粒 

12021000 禁止類 帶殼花生 

12022000 禁止類 去殼花生，不論是否破碎 

12079100 禁止類 罌粟子 

12079910 禁止類 
中藥用之大麻子、仁〈火麻子、仁〉，不具發芽活性

者 

12079920 禁止類 其他大麻子、仁〈火麻子、仁〉 

12089011 禁止類 食用花生粉及細粒 

12089021 禁止類 非供食用花生粉及細粒 

12093000 禁止類 草本花卉植物之種子 

12099100 禁止類 蔬菜種子 

12099900 禁止類 其他種植用種子、果實及孢子 

12129910 禁止類 蓮子 

13021100 禁止類 鴉片汁液及萃取物（萃取含油樹脂除外） 

13021910 禁止類 蘆薈汁液及萃取物（萃取含油樹脂除外） 

15081000 禁止類 粗製花生油 

15089000 禁止類 精製花生油及其餾分物 

1602201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雞肝 

1602202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牛肝及豬肝 

1602203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鵝肝 

1602321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雞腿（包括棒棒腿及骨腿）及雞翅 

16023220 禁止類 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雞肉 

1602323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雞腳及雞心 

16023290 禁止類 其他調製或保藏之雞雜碎 

16023911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全鴨，冷凍者 

16023912 禁止類 己調製或保藏之鴨塊，冷凍者 

16023919 禁止類 其他第○一○五節家禽之已調製或保藏肉 

16023920 禁止類 第○一○五節其他家禽之已調製或保藏雜碎 

1602502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牛雜碎 

1602902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其他動物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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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29030 禁止類 已調製任何動物之血 

1602904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家禽雜碎（第一六○二節除外） 

16029090 禁止類 其他，包括已調製任何動物之血 

1604141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鮪類，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1604142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鰹類，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1604151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鯖屬類，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冷凍者 

16041590 禁止類 
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鯖屬類，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

外） 

1604160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鯷魚，整條或片塊（剁碎者除外） 

1604191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鰻魚（含海鰻），整條或片塊（剁碎

者除外） 

16042020 禁止類 調製或保藏之魚鰭（魚翅） 

16059021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蠣（蠔、蚵）及淡菜，罐頭 

16059029 禁止類 其他已調製或保藏之蠣（蠔、蚵）、淡菜 

16059030 禁止類 已調製或保藏之蛤蜊、蚶子、蟶 

16059050 禁止類 己調製或保藏之魷魚 

19019091 禁止類 其他第一九○一節所屬之含米量不低於 30%調製品 

19041020 禁止類 膨潤或焙製之含米量不低於 30%之穀類調製食品 

19042011 禁止類 未經焙製榖類片之調製食品，含米量不低於 30% 

19042021 禁止類 
未經焙製穀類片及經焙製之穀類片或膨潤穀類混合

而成之調製食品，含米量不低於 30% 

19049010 禁止類 

預煮或以其他方式調製之粒狀、片狀或其他加工（粉

及細粒除外）之未列名穀類〔玉蜀黍（玉米）除外〕

產品，含米量不低於 30% 

19059050 禁止類 米果 

20011000 禁止類 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黃（胡）瓜及小黃瓜 

20012000 禁止類 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洋蔥 

20019011 禁止類 
以醋或醋酸調製或保藏之蒜球（整粒、切塊、切片、

切碎或粉狀） 

2002100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番茄，整粒或片塊 

2002900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番茄 

2003101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冬菇（香菇、花菇） 



農業-14 

 

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2003109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菇類 

2003200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麥覃 

20041011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馬鈴薯條內包裝每包重量在

1.5 公斤以上者，冷凍 

20041019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其他馬鈴薯片、條，冷凍 

2004109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其他馬鈴薯，冷凍 

2004901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紅豆（包括海紅豆、赤紅豆、

紅竹豆），冷凍，第二○○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49020 禁止類 
蒜球（整粒、切塊、切片、切碎或粉），冷凍，第二

○○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4909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蔬菜及蔬菜混合品，冷

凍，第二○○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5100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均質蔬菜，未冷凍 

2005201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馬鈴薯條，內包裝每包重量在

1.5 公斤以上者，未冷凍 

2005202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馬鈴薯片及其他馬鈴薯條，未

冷凍 

2005209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其他馬鈴薯，未冷凍 

2005511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去殼紅豆（包括海紅豆、赤紅

豆、紅竹豆），未冷凍，第二○○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5591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帶殼紅豆（包括海紅豆、赤紅

豆、紅竹豆），未冷凍，第二○○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5809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其他調製或保藏甜玉米，未冷凍，第二

○○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59050 禁止類 
酸漬除外之調製或保藏蒜球（整粒、切塊、切片、切

碎或粉），未冷凍，第二○○六節之產品除外 

20060011 禁止類 

第二○○四．九○目之紅豆（包括海紅豆、赤紅豆、

紅竹豆），冷凍，糖漬者（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

均在內） 

20060012 禁止類 

第二○○四．九○目之蒜球（整粒、切塊、切片、切

碎或粉），冷凍，糖漬者（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

均在內） 

20060024 禁止類 糖漬甜玉米，未冷凍（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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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20060025 禁止類 
糖漬紅豆（包括海紅豆、赤紅豆、紅竹豆），未冷凍

（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均在內） 

20060031 禁止類 
糖漬蒜球（整粒、切塊、切片、切碎或粉），未冷凍

（瀝乾、套以糖衣、糖霜者均在內） 

20081111 禁止類 帶殼烘焙花生 

20081112 禁止類 去殼烘焙花生 

20081191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帶殼花生，不論是否加糖或含

其他甜味料或酒者 

20081192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去殼花生，不論是否加糖或含

其他甜味料或酒者 

20081942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混合堅果或種子，花生含量以

重量計超過 20%者 

20088000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草莓 

20089920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龍眼 

20089930 禁止類 其他方式調製或保藏之芒果 

20098010 禁止類 芒果汁 

21069097 禁止類 紅豆餡（包括海紅豆、赤紅豆、紅竹豆） 

21069098 禁止類 其他食物調製品，含米量不低於 30%者 

22042100 禁止類 其他鮮葡萄酒，裝在 2 公升或以下之容器內者 

22042900 禁止類 其他鮮葡萄酒，裝在超過 2 公升之容器內者 

22060010 禁止類 穀類酒 

22060020 禁止類 果類酒 

33109011 禁止類 鴉片之萃取含油樹脂 

合計 409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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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6120  禁止類 矽晶棒 

29034500 11 禁止類 三氟一氯甲烷 

29034500 21 禁止類 一氟五氯乙烷 

29034500 22 禁止類 二氟四氯乙烷 

29034500  禁止類 一氟七氯丙烷 

29034500 32 禁止類 二氟六氯丙烷 

29034500 33 禁止類 三氟五氯丙烷 

29034500 34 禁止類 四氟四氯丙烷 

29034500 35 禁止類 五氟三氯丙烷 

29034500 36 禁止類 六氟二氯丙烷 

29034500 37 禁止類 七氟一氯丙烷 

29034500 90 禁止類 僅與氟及氯全鹵化之其他衍生物 

29211900 11 禁止類 雙(2-氯乙基)乙胺 

29211900 12 禁止類 雙(2-氯乙基)甲胺 

29211900 13 禁止類 參(2-氯乙基)胺 

29309090 11 禁止類 2-氯乙基氯甲基硫醚 

29309090 12 禁止類 雙(2-氯乙基)硫醚(芥子氣) 

29309090 13 禁止類 雙(2-氯乙基硫基)甲烷 

29309090 14 禁止類 1，2-雙(2-氯乙基硫基)乙烷(倍半芥子氣) 

29309090 15 禁止類 1，3-雙(2-氯乙基硫基)正丙烷 

29309090 16 禁止類 1，5-雙(2-氯乙基硫基)正丁烷 

29309090 17 禁止類 1，4-雙(3-氯乙基硫基)正戊烷 

29309090 18 禁止類 雙(2-氯乙基硫甲基)醚 

29309090 19 禁止類 雙(2-氯乙基硫乙基)醚(0-芥子氣) 

29310019 11 禁止類 2-氯乙烯基二氯胂 

29310019 12 禁止類 雙(2-氯乙烯基)氯胂 

29310019 13 禁止類 參(2-氯乙烯基)胂 

29310040 100 禁止類 有機磷化合物(有基磷系耐燃劑) 

29310040 208 禁止類 有機磷化合物(有基磷系耐燃劑) 

29310040 306 禁止類 有機磷化合物(有基磷系耐燃劑) 

30029090 20 禁止類 石房蛤毒素（腰鞭毛蟲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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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30029090 30 禁止類 蓖麻毒（蓖麻子白蛋白） 

38130000 10 禁止類 
滅火器配藥，含有三氟一溴甲烷、二氟一氯一溴甲

烷或四氟二溴乙烷者 

85312000 EX 禁止類 
液晶或發光二極體顯示之指示面板(六代以上

TFT-LCD 面板廠，超過國內該公司量產之世代) 

8542320011 EX 禁止類 
光罩式唯讀記憶體晶片之單石數位積體電路晶粒

及晶圓（超過十二吋晶圓鑄造） 

8542320013 EX 禁止類 
光罩式唯讀記憶體晶片之單石積體電路晶粒及晶

圓（超過十二吋晶圓鑄造） 

8542320015 EX 禁止類 
光罩式唯讀記憶體晶片之混合積體電路晶粒及晶

圓（超過十二吋晶圓鑄造） 

8542320021 EX 禁止類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積體電路晶粒（超過十二吋晶

圓鑄造） 

8542320022 EX 禁止類 
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積體電路晶圓（超過十二吋晶

圓鑄造） 

8542320031 EX 禁止類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積體電路晶粒（超過十二吋晶

圓鑄造） 

8542320032 EX 禁止類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積體電路晶圓（超過十二吋晶

圓鑄造） 

8542390011 EX 禁止類 
其他單石數位積體電路晶粒（超過十二吋晶圓鑄

造） 

8542390012 EX 禁止類 
其他單石數位積體電路晶圓（超過十二吋晶圓鑄

造） 

8542390021 EX 禁止類 
其他混合積體電路晶粒及晶圓（超過十二吋晶圓鑄

造） 

85427000  禁止類 電子微組件 

88019090  禁止類 其他無動力之航空器（屬軍事專用者） 

88021100  禁止類 
直升機，空重量不超過 2000 公斤者（屬軍事專用

者） 

88021200  禁止類 直升機，空重量超過 2000 公斤者（屬軍事專用者） 

88022000  禁止類 
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不超過2000公斤者（屬

軍事專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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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88023000  禁止類 
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超過 2000 公斤，但不

超過 15000 公斤者（屬軍事專用者） 

88024000  禁止類 
飛機及其他航空器，空重量超過 15000 公斤者（屬

軍事專用者） 

88031000  禁止類 螺旋漿與旋翼及其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88032000  禁止類 起落架及其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88033000  禁止類 飛機或直升機之其他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88039000  禁止類 
第 8801 或 8802 節貨品之其他零件（屬軍事專用

者） 

88040020  禁止類 迴旋降落器及其零件與附件（屬軍事專用者） 

88051000  禁止類 
航空器起飛裝置及其零件；艙面攔截鉤或類似裝置

及其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88052900  禁止類 其他地面用飛行訓練器及其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90138030 EX 禁止類 
液晶裝置(六代以上 TFT-LCD 面板廠，超過國內該

公司量產之世代) 

29031400  禁止類 四氯化碳 

29031910  禁止類 三氯乙烷 

29034100  禁止類 一氟三氯甲烷                                                                                                                                                                                                                           

29034200  禁止類 二氟二氯甲烷                                                                                                                                                                                                                           

29214900  禁止類 其他芳香族一元胺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225090  禁止類 
其他胺醇酚、胺酸酚及其他含氧官能基之胺基化合

物 

29339990  禁止類 其他僅具有氮雜原子之雜環化合物 

29349990  禁止類 其他雜環化合物 

29391910  禁止類 鴉片鹼（原料藥） 

29391920  禁止類 鴉片鹼之衍生物；及其鹽類 

29394100  禁止類 麻黃鹼及其鹽類  

29394200  禁止類 假麻黃鹼及其鹽類 

29394990  禁止類 其他麻黃鹼類及其鹽類 

29395990  禁止類 茶鹼及胺非林（乙二胺茶鹼）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6100  禁止類 麥角新鹼及其鹽類 

29396200  禁止類 麥角胺及其鹽類 

29396300  禁止類 麥角酸及其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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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ode 類別 產品項目名稱 

29396900  禁止類 其他麥角鹼類及其衍生物；其鹽類 

29399910  禁止類 大麻類（原料藥） 

30034011  禁止類 鴉片類製劑 

30034012  禁止類 印度大麻類製劑 

30034013  禁止類 古柯鹼類製劑 

30034019  禁止類 其他麻醉藥品製劑 

30039099  禁止類 

其他醫藥製劑（不包括第 3002、3005 或 3006 節

所列者），包含兩種或以上之成分業經混合供治療

或預防疾病之用，不具有劑量或零售包裝式樣者 

30044011  禁止類 鴉片類製劑 

30044012  禁止類 印度大麻類製劑 

30044013  禁止類 古柯鹼類製劑 

30044019  禁止類 其他麻醉藥品製劑 

30044091  禁止類 麻醉藥品解毒藥製劑 

84011000  禁止類 核子反應器 

84012000  禁止類 同位素分離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84013000  禁止類 核子反應器用之非輻射性燃料元件（匣式） 

84014000  禁止類 核子反應器之零件 

84101300  禁止類 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超過 10000 瓩者 

84121000  禁止類 反作用式引擎，渦輪噴射引擎除外 

88020000  禁止類 航空器（屬軍事專用者） 

88026000  禁止類 
太空船（包括人造衛星）及次軌道飛行物與太空船

發射載具 

88030000  禁止類 航空器零件（屬軍事專用者） 

合計 97 項 
 

備註： 

一、 製造業未列禁止類之 8542320011、8542320013、8542320015、

8542320021、8542320022、8542320031、8542320032、8542390011、

8542390012 及 8542390021 等十項，其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赴大陸投資新設晶圓鑄造廠或併購、參股大陸晶圓鑄造廠，不得為

超過十二吋晶圓鑄造。新設晶圓鑄造廠採總量管制原則，以核准投

資十二吋廠三座為上限；併購、參股投資大陸晶圓鑄造廠，則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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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限制。 

（二）投資之製程技術須落後該公司在臺灣之製程技術一個世代以上。 

（三）申請人應為臺灣之晶圓鑄造公司。 

（四）申請人以新設或併購方式投資應有主控權。 

（五）臺灣應有相對投資及研發。 

（六）大陸晶圓鑄造廠生產之技術，如係運用臺灣母公司技術者，須支付

臺灣母公司合理之報酬或權利金。 

（七）申請人取得投資許可後，須向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申請專案輸出許可，

方可將其晶圓鑄造舊廠機器設備移至大陸地區。 

（八）投資應對臺灣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增加臺灣母公司之營收或收益，

或經由與大陸投資事業整合可大幅提升國內事業技術水準或運籌能

力，採購臺灣設備及材料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 

（九）投資應可取得全球市場之優勢地位，或可擴大全球市場之占有率。 

（十）不得因大陸投資而有裁減臺灣員工之情形。 

（十一） 投資申請案將綜合景氣、成本、產值、良率等因素加以考量，並

由關鍵技術小組作公正、客觀之判斷。 

（十二） 廠商執行投資計畫必須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二、投資半導體封裝、測試項目，個案投資金額超過五千萬美元者，須經關鍵

技術小組參照景氣、成本、產值、良率等因素考量審議，並由關鍵技術小

組作公正、客觀之判斷。 

三、製造業未列禁止類之 85312000、90138030(赴大陸投資設立之六代以上

液晶顯示器面板廠，其技術應等同或落後國內該公司已設面板廠之最高世

代)，其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應為臺灣從事 TFT-LCD 面板製造公司。 

（二）具主控權。 

（三）臺灣應有相對投資，提案申請者須於臺灣進行下世代面板廠之投資

及研發，以維持我國面板產業之成長。 

（四）該公司在臺灣依據先前計畫投資新世代面板廠之進度，須列為關鍵

技術小組審查之必要條件。 

（五）赴大陸投資之六代以上面板廠，以核准投資三座為上限；其技術應

等同或落後臺灣該公司已設面板廠（已設面板廠：指建物完成且取

得使用執照，設備裝機達可量產規模）之最高世代。 

（六）赴大陸投資生產之技術係運用臺灣母公司技術者，須支付臺灣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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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理之報酬或權利金。 

（七）赴大陸投資可取得全球市場之優勢地位，或可擴大全球市場之占有

率。 

（八）對臺灣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增加臺灣母公司之營收或收益，或經

由與大陸投資事業整合可大幅提升國內事業技術水準或運籌能力。 

（九）促進臺灣設備、材料及其他相關產業（例如數位電視）之發展。 

（十）不得因大陸投資而有裁減臺灣員工之情形。 

（十一）須經關鍵技術小組參照景氣、成本、產值、良率等因素考量審議，

並由關鍵技術小組作公正、客觀之判斷。 

（十二）廠商執行投資計畫必須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四、製造業未列禁止類之 85312000、90138030(併購或參股投資液晶顯示器

面板廠)，其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應為臺灣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二）臺灣應有相對投資。 

（三）併購、參股投資之製程技術，須納入關鍵技術小組進行細部審查。 

（四）赴大陸投資生產之技術係運用臺灣母公司技術者，須支付臺灣母公

司合理之報酬或權利金。 

（五）赴大陸投資可取得全球市場之優勢地位，或可擴大全球市場之占有

率。 

（六）對臺灣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增加臺灣母公司之營收或收益，或經

由與大陸投資事業整合可大幅提升國內事業技術水準或運籌能力。。 

（七）不得因大陸投資而有裁減臺灣員工之情形。 

（八）須經關鍵技術小組參照景氣、成本、產值、良率等因素考量審議，

並由關鍵技術小組作公正、客觀之判斷。 

（九）廠商執行投資計畫必須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五、開放赴大陸地區投資項目 27111400、29012100、29012200、29012410、

29022000 29024100 及 29024300(赴大陸地區投資設立、併購或參股石

化公司)，其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審查從事乙烯等七項產品之投資案，各企業及其關係企業以參與一

件投資案審查為原則，未來視發展情勢再行檢討。 

（二）申請人應為依臺灣公司法設立之公司，並以生產石化品為主要業務，

赴大陸地區投（增）資有助於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競爭力、提升企業

全球運籌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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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對該投（增）資事業取得超過百分之五十股權，或取得特定

產品項目之經營主導權。 

（四）投（增）資案件審查採穩定國內發展為原則，不得因赴大陸地區投

（增）資而有停工、停產、減產或裁員等影響國內石化產業穩定發

展之情形。 

（五）投（增）資公司須提出在國內高值化石化品之相對投資，其規模不

得低於申請投(增)資金額。 

（六）投（增）資公司需配合行政院核定之石化產業高值化推動方案，規

劃國內事業研發投入及高值化投資相關事宜。 

（七）投（增）資公司應規劃上述產品部分優先供應國內需求及回運國內

之儲運系統。 

（八）投（增）資應對國內經濟發展有重大貢獻：增加母公司之營收或收

益，帶動高值化石化產品發展，或經由與大陸地區投資事業整合可

大幅提升國內事業技術水準或運籌能力。 

（九）赴大陸地區投（增）資案件對國家安全無嚴重之不利影響。 

（十）廠商執行投資計畫必須遵守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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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服務業禁止類經營項目 

中類 細類 產品項目名稱 類別 

54 5410 郵政業 禁止類 

61   
電信業(第二類電信事業之一般業

務除外) 
禁止類 

64   

金融中介業(銀行業（6412）、金融

租賃業(6491)、民間融資業（6496）

以及未分類其他金融中介業(6499)

之創業投資公司除外) 

禁止類 

65 6540 退休基金 禁止類 

66 6639 
其他金融輔助業(融資性擔保公司

及信託服務業除外) 
禁止類 

 

備註： 

一、 本表行業分類方式係依據行政院一百年三月一日實施之「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第九次修訂）」。 

二、 電力供應業(3510)、用水供應業(3600)、鐵路運輸業(4910)及大眾捷運系

統運輸業(4920)歸類為基礎建設項目。 

三、 保險業赴大陸投資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四、 證券期貨業赴大陸投資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

資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五、 中央銀行（6411）、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83）、國際組織

及外國機構（84）、小學（8520）、中學（8530）、職業學校（8540）、

大專校院（8550）、特殊教育事業（8560）及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94）

等因屬非投資性行業，故不列入表列。 

六、 不動產開發業（6700）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 訂定赴大陸投資不動產開發業總量管制目標，每年赴大陸投資總額不得

超過新臺幣五百億元，未來視國內經濟情況再作調整。 

(二) 法人赴大陸投資不動產開發業，須國內經營不動產開發業三年以上，並

有實績，且近三年至少二年有盈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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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法人投資人須財務健全、流動比率在百分之一百以上。除金融保險業外

之其他行業，負債占總資產皆須在百分之七十以下。 

(四) 法人投資人申請許可時，必須提出資金回流等對國內回饋之相對條件。 

七、 依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銀行法設立之機構，赴大陸投資應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八、 投資積體電路設計業，個案投資金額超過五千萬美元者，須經關鍵技術小

組參照景氣、成本、產值、良率等因素考量審議，並由關鍵技術小組作公

正、客觀之判斷。 

九、 投資電信業（第二類電信事業之一般業務）受理審查原則如下： 

（一）開放赴大陸投資第二類電信事業一般業務，現階段適用範圍為大陸地

區所稱之「存儲轉發業務、信息服務業務、在線數據處理及交易處理

業務、因特網數據中心業務及因特網接入服務業務」。 

（二）赴大陸投資之臺灣業者應檢具已取得規範電信事業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之 ISO 27011 認證之證明文件。 

（三）涉及國人個人資料之事項或業務部門、業務功能及系統等，例如電信

業者之用戶資料庫、客服系統/客服中心、帳務系統/帳務中心等，均

限制不得移往大陸設置營運或於當地投資、合作。 

（四）赴大陸投資之臺灣業者，其出資不得以專門技術、專利權或著作財產

權等涉及技術事項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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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赴大陸地區投資之基礎建設項目 

產品項目名稱 類別 

公路 禁止類 

水利 禁止類 

鐵路 禁止類 

自來水 禁止類 

下水道 禁止類 

機場 禁止類 

捷運 禁止類 

發電（風力發電廠、太陽光電廠除外） 禁止類 

輸電 禁止類 

配電 禁止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