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部—人類生活必需
本部內容
（參見與附註省略）

次部：農業
A01

農業；林業；畜牧業；打獵；誘捕；捕魚 ......................................... A-1
A01B
A01C

農業或林業之整地；一般農業機械或農具之部件、零件或附件 ........... A-1
種植；播種；施肥....................................................................................... A-6

A01D
A01F

收獲；割草................................................................................................... A-7
脫粒、禾桿、乾草或類似物之打捆；將禾桿、乾草、類似物形成
捆或打捆的固定裝置或手動工具；禾桿、乾草或類似物的切碎；

A01G

農業或園藝產品之儲藏............................................................................. A-14
園藝；蔬菜、花卉、稻、果樹、葡萄、啤酒花或海菜之栽培；林

A01H
A01J

業；澆水..................................................................................................... A-16
新植物或獲得新植物之方法；藉由組織培養技術之植物再生 ............. A-20
乳製品之加工............................................................................................. A-22

A01K
A01L
A01M
A01N
A01P

A21

A22

焙烤；製作或處理麵糰的設備；焙烤用麵糰 ................................... A-42
A21B

食品烤爐；焙烤用機械或設備 ................................................................. A-42

A21C

製作或加工麵糰之機械或設備；處理由麵糰製作之焙烤食品 ............. A-43

A21D

焙烤用麵粉或麵糰之處理（如保存）
，如添加材料；焙烤；焙烤產
品；及其保存............................................................................................. A-44

屠宰；肉品處理；家禽或魚之加工 ................................................... A-47
A22B
A22C

A23

畜牧業；養禽業：養蜂業; 養魚業；捕魚；飼養或養殖其他類不包
括之動物；動物之新品種......................................................................... A-23
動物釘蹄鐵................................................................................................. A-28
動物之捕捉、誘捕或驚嚇；消滅有害動物或有害植物之設備 ............. A-29
人體、動植物體或其局部之保存；殺生劑，例如作為消毒劑，作
為農藥，或作為除草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植物生長調節劑 ..... A-30
化學化合物或製劑的殺生、殺蟲驅避、害蟲引誘或植物生長調節
活性............................................................................................................. A-41

屠宰............................................................................................................. A-47
肉類、家禽或魚之加工............................................................................. A-47

其他類不包括之食品或食料；及其處理 ........................................... A-49
A23B

保存，如用罐頭貯存肉、魚、蛋、水果、蔬菜、食用種籽；水果

A23C

或蔬菜之化學催熟；保存、催熟或罐裝之產品 ..................................... A-49
乳製品，如奶、黃油、乾酪；奶或乾酪之代用品；其製備 ................. A-51

A23D
A23F

食用油或脂肪，例如人造奶油、鬆酥油脂、烹飪用油 ......................... A-53
咖啡；茶；其代用品；此等之製造、配製或泡製 ................................. A-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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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G

可可；可可製品，如巧克力；可可或可可製品的代用品；糖食；

A23J

口香糖；冰淇淋；其製備 ......................................................................... A-55
食用蛋白質組合物；食用蛋白質之加工；食用磷脂組合物 ................. A-58

A23K
A23L

專門適用於動物的飼料；專門適用於飼料生產的特殊方法 ................. A-59
未包括於次類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內之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飲
料；此等之製備或處理，如烹調、營養品質之改進、物理處理；

A24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23N

食品或食料之一般保存 ............................................................................. A-61
其他類不包括之處理大量收獲的水果、蔬菜或花球莖之機械或設

A23P

備裝置；大量蔬菜或水果之去皮；製備牲畜飼料設備 ......................... A-67
未為其他單一次類所完全包括之食料成形或加工 ................................. A-69

煙草；雪茄煙；紙煙；模擬吸煙裝置；吸煙者用品 ....................... A-71
A24B

吸煙或嚼煙之製造或製備；煙草；鼻煙 ................................................. A-71

A24C
A24D

製造雪茄煙或紙煙之機械 ......................................................................... A-72
雪茄；紙煙；煙油濾芯；雪茄煙或紙煙之煙嘴；煙油濾芯或煙嘴

A24F

之製造......................................................................................................... A-74
吸煙者用品；火柴盒；模擬吸煙裝置 ..................................................... A-74

服裝 ....................................................................................................... A-78
A41B

襯衣；內衣；嬰兒內衣；手帕 ................................................................. A-78

A41C
A41D
A41F
A41G
A41H

婦女緊身衣；胸罩 ..................................................................................... A-79
外衣；防護服；衣飾配件 ......................................................................... A-79
衣服扣件；吊帶 ........................................................................................ A-81
人造花；假髮；面具；羽飾 ..................................................................... A-82
縫製衣服之工具或方法，例如其他類不包括之製作女服用者、裁
製用者......................................................................................................... A-83

帽類製品 ............................................................................................... A-85
A42B

帽子；頭部覆蓋物 ..................................................................................... A-85

A42C

製造或裝飾帽子或其他頭部覆蓋物 ......................................................... A-85

鞋類 ....................................................................................................... A-87
A43B

鞋類的特徵；鞋類的部件 ......................................................................... A-87

A43C

鞋類的緊固物或附件；一般的鞋帶 ......................................................... A-89

A43D

製鞋或修鞋的機械、工具、設備或方法 ................................................. A-90

男用服飾用品；珠寶 ........................................................................... A-96
A44B

鈕扣，別針，帶扣，拉鏈或類似物 ......................................................... A-96

A44C

珠寶；手鐲；其他人身裝飾品；硬幣 ..................................................... A-98

手攜物品或旅行品 ............................................................................... A-99
A45B

手杖；傘；女用扇或類似物 ..................................................................... A-99

A45C

小包；行李箱；手提袋 ........................................................................... A-100

A45D
A45F

美髮或修面設備；修指甲或其他化妝處理 ........................................... A-101
旅行或野營裝備；隨身攜帶的袋或包 ................................................... A-106

刷類製品 ............................................................................................. A-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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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

A61

A46B

刷類........................................................................................................... A-108

A46D

各種刷子之製造....................................................................................... A-109

傢俱；家庭用之物品或設備；咖啡磨；香料磨；一般吸塵器......A-110
A47B

桌子；寫字台；辦公傢俱；櫃櫥；抽屜；傢俱之一般零件 ............... A-110

A47C
A47D
A47F

椅子；沙發；床....................................................................................... A-117
兒童專用之傢俱....................................................................................... A-123
商店、倉庫、酒店、飯店等場所用之特種傢俱、配件或附件；付款
櫃台........................................................................................................... A-124

A47G

家庭用具及餐桌用具............................................................................... A-126

A47H

門或窗之裝飾品....................................................................................... A-130

A47J

廚房用具；咖啡磨；香料磨；飲料製備裝置 ....................................... A-131

A47K

其他類不包括之衛生設備；盥洗室輔助用具 ....................................... A-135

A47L

家庭之洗滌或清掃；一般吸塵器 ........................................................... A-138

醫學或獸醫學；衛生學 ..................................................................... A-144
A61B
A61C
A61D
A61F

診斷；外科；鑑定................................................................................... A-144
牙科；口腔或牙齒衛生之設備或方法 ................................................... A-152
獸醫用儀器、器械、工具或方法 ........................................................... A-156
可植入血管內的濾器；假肢體；為人體管狀結構提供開口、或防

A61K

止其塌陷的裝置，如支架；矯形、護理或避孕裝置；熱敷；眼或
耳之治療或保護；繃帶、敷料或吸收墊；急救箱 ............................... A-156
專門適用於病人或殘障人士的運輸工具、專用運輸工具或起居設
施；手術台或手術椅子；牙科椅子；喪葬用具 ................................... A-162
理療裝置，例如用於尋找或刺激體內反射點之裝置；人工呼吸；
按摩；用於特殊治療或保健目的或人體特殊部分之洗浴裝置 ........... A-165
專用於醫學或醫藥目的之容器；專用於將藥品製成特殊的物理或
服用形式之裝置或方法；餵飼食物或口服藥物之器具；嬰兒用橡
膠奶嘴，收集唾液之器具....................................................................... A-166
醫用、牙科用或梳妝用之配製品 ........................................................... A-167

A61L

材料或物體消毒之一般方法或裝置；空氣之滅菌、消毒或除臭；

A61G
A61H
A61J

繃帶、敷料或外科用品之化學方面；繃帶、敷料、吸收墊或外科
用品之材料............................................................................................... A-197

A62

A61M

將介質輸入人體內或輸到人體上之器械；為轉移人體介質或為從

A61N

人體內取出介質之器械；用於產生或結束睡眠或昏迷之器械 ........... A-203
電療；磁療；放射療；超音波療 ........................................................... A-207

A61P
A61Q

化學藥品或醫藥製劑之特定療效 ........................................................... A-208
化妝品或類似梳妝用配製品的特定使用 ............................................... A-212

救生；消防 ......................................................................................... A-214
A62B

救生設備；救生裝置或救生方法 ........................................................... A-214

A62C

消防（滅火組合物，滅火化學物質之使用見 A62D1/00；一般向表
面噴射、施用液體或其他流體物質見 B05；滅火飛機見
B64D1/16；報警裝置見 G08B，例如以煙或氣驅使的火災信號報警
見 G08B17/10） ....................................................................................... A-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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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D

滅火用化學裝置；藉由產生化學變化使有害的化學物質無害或減
少害處的方法；用於防護有害化學試劑的覆蓋物或衣罩的材料組
合物；用於防毒面具、呼吸器、呼吸袋或頭盔的透明部件的材料
組合物；用於呼吸裝置中的化學材料組合物 ....................................... A-218

A63

運動；遊戲；娛樂活動 ..................................................................... A-221
A63B
A63C

體育鍛練、體操、游泳、爬山或擊劍用之器械；球類；訓練設備 ... A-221
冰鞋；滑雪橇；滾輪溜冰鞋；球場、冰場或類似場地的設計或布
局............................................................................................................... A-228

A63D

保齡球遊戲，例如滾球撞瓶、地擲球或保齡球；其裝設；彈球或
類似遊戲；撞球遊戲 ............................................................................... A-231

A63F

紙牌、棋盤或輪盤賭遊戲；利用小型運動物體所做的室內遊戲；
電玩遊戲；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遊戲 ................................................... A-232

A99

A63G

旋轉木馬；鞦韆；搖木馬；滑運道；娛樂用自動鐵路；供公共娛
樂用之類似裝置 ....................................................................................... A-237

A63H
A63J

玩具，如:陀螺、玩偶、滾鐵環或積木 .................................................. A-239
供戲院、馬戲場等使用之裝置；變戲法用具或類似用具 ................... A-244

A63K

賽馬；騎馬運動；所用之設備或附件 ................................................... A-245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 A-246
A99Z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 A-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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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B

次部：農
A01

業

農業；林業；畜牧業；打獵；誘捕；捕魚

A01B 農業或林業之整地；一般農業機械或農具之部件、零件或附件 （播
種、種植或施肥時之開溝、挖坑或平溝、填抗見 A01C5/00；用於收獲根用
作物的機械見 A01D；可變換成整地設備或能夠整地的割草機見 A01D
42/04；與整地機具聯合的割草機見 A01D43/12；工程目的之整地見 E01、
E02、E21）

次類索引
手動工具 .................................................. 1/00

零件 .......................................................... 23/00

犁耙等兼用機具 ...................................... 7/00

犁
一般結構 ....................... 3/00, 5/00, 9/00, 11/00

其他機械 ........... 27/00 至 45/00, 49/00, 77/00

專用部件 ....................................... 13/00, 17/00

機器或機具零部件 ................. 59/00 至 71/00

零件 .......................................................... 15/00

農業運輸 .......................... 51/00, 73/00, 75/00

一般結構 ....................................... 19/00, 21/00

農業機械或農具的其他部件、零件或附件
................................................................ 76/00
整地之特殊方法 .......................... 47/00,79/00

耙
專用部件 .................................................. 25/00

手動工具（草坪地修整機見

3/00

裝有固定式犁鏵之犁

A01G 3/06）

3/02

‧人力犁

1/02

‧鍬；鏟

3/04

‧畜力牽引犁

1/04

‧‧帶齒者

3/06

‧‧不能雙向使用者，即於回程時

1/06

‧鋤；手動中耕器

1/08

‧‧附單鏟刀者

3/08

‧‧‧擺桿步犁

1/10

‧‧附雙鏟刀或多鏟刀者

3/10

‧‧‧桁架式轅犁；單輪犁

1/12

‧‧附齒鏟刀者

3/12

‧‧‧雙輪轅犁

1/14

‧‧僅附齒者

3/14

‧‧‧架式多鏵犁

1/16

‧拔草工具

3/16

‧‧雙向犁，即在回程時能翻耕鄰

1/18

‧‧鉗式工具

1/20

‧不同類型手動工具之組合

3/18

‧‧‧翻轉犁壁雙向犁

1/22

‧將鏟刀或類似工具部件固接於手

3/20

‧‧‧平衡犁

柄上（工具之手柄或其附件一般

3/22

‧‧‧裝有雙向使用之平行犁機構

1/00

不能翻耕鄰行者

行者

見 B25G；可更換或可調整的鏟
刀）
1/24

犁

‧處理草地或草坪用的 [2]

者
3/24

‧拖拉機牽引犁（3/04 優先）

3/26

‧‧不能雙向使用者

3/28

‧‧雙向犁

3/30

‧‧‧翻轉犁壁雙向犁

A-1

A01B

3/32

‧‧‧平衡犁

3/34

‧‧‧裝有雙向使用平行犁機構者

3/36

‧拖拉機懸掛犁

3/38

‧‧不能雙向使用者

3/40

‧‧雙向犁

3/42

‧‧‧翻轉犁壁雙向犁

3/421 ‧‧‧‧附有單體式懸掛架者 [2]

7/00

圓盤式整地機具
9/00

3/44

‧‧‧裝有雙向使用的平行犁機構

機具見 33/00）

11/00 附有振動、挖掘或穿孔工作部
件之犁
13/00 專門用途之犁或類似的機具
（排水用者見 E02B11/02）

者
3/46

‧半懸掛犁，即一部分由拖拉機支
持，另一部分由自身輪支承

3/50

‧自走式犁

3/52

‧‧具有三輪或多輪者，或具有履
帶者

3/54

‧‧‧不能雙向使用者

3/56

‧‧‧雙向犁

3/58

‧‧雙輪者

3/60

‧‧‧雙向犁

3/62

‧‧‧‧平衡犁

3/64

‧繩索犁；繩索犁系統之指示或信
號裝置

附有驅動式旋轉工作部件之犁
（帶有驅動式旋轉工作部件之耕作

3/426 ‧‧‧‧附有由兩個或兩個以上構
件組成的懸掛架者 [2]

作為犁或耙或類似機件使用之

13/02
配置之犁壁者
13/04 ‧用於葡萄園、果園等地作業者
13/06 ‧‧防止損傷葡萄藤等作物之裝置
13/08 ‧用於耕整底土者
13/10 ‧‧掀起底土層之專用機具
13/12 ‧‧‧將底土布於地表之裝置
13/14 ‧用於耕整兩層或多層土壤者
13/16 ‧控制土壤侵蝕之機械，如水槽挖
掘機，開溝打埂器

15/00 犁之構件，工作部件或零件
15/02 ‧犁刀；固定犁刀者

3/66

‧‧有裝於犁上之機動繞線裝置者

15/04 ‧‧犁鏵

3/68

‧‧裝有一台或兩台發動機之繩索

15/06 ‧‧‧可更換或可調整的犁鏵

系統
3/70

‧‧‧裝有一台用於爬坡作業之發
動機之繩索系統

3/72

‧‧鉸系繩索之用具

3/74

‧ 電 力 驅 動 犁 （ 集 電 器 見 B60L

15/08 ‧‧犁壁
15/10 ‧‧‧可更換或可調整的犁壁
15/12 ‧犁轅；手柄（工具或其附件之手
柄一般見 B25G）
15/14 ‧犁架（簡便運輸工具或裝置見

5/00）

5/00

附有非驅動式滾動工作部件之

73/00） [4]
15/16 ‧圓犁刀（所用軸承見 71/04）；清
理圓犁刀之刮土刀；刃磨附屬設

犁，如圓盤犁（帶有驅動式旋轉
工作部件者見 9/00）

備（刃磨本身見 B24）
15/18 ‧犁刀

5/02

‧畜力牽引者

5/04

‧拖拉機牽引者

5/06

‧‧不能雙向使用者

5/08

‧‧雙向犁

5/10

‧懸掛或半懸掛在拖拉機上者

下施肥工具，碎土器者（49/00

5/12

‧‧不能雙向使用者

優先；耕整底土之犁見 13/08）[2]

5/14

‧‧雙向犁

5/16

‧自走式圓盤犁或類似的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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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 ‧拖拉機犁式或懸掛式山地犁之工
作部件專用調整裝置

17/00 附專用附屬裝置之犁，如帶土

耙

A01B

19/00 附非旋轉式工作部件之耙
19/02 ‧工作部件剛性或彈性與機架聯
結者
19/04 ‧‧附兩個或多個機架者
19/06 ‧‧工作部件或機架可以機械地往
復運動者
19/08 ‧附安裝有釘齒狀工作部件之鏈網
者
19/10 ‧提升或清理裝置

21/00 附非驅動式旋轉工作部件之耙
（附驅動式旋轉工作部件之耕作機
具見 33/00）
21/02 ‧附釘齒狀工作部件者
21/04 ‧‧安裝於臥置軸上者
21/06 ‧‧安裝於立置軸上者
21/08 ‧附圓盤狀工作部件者

23/00 耙之零部件
23/02 ‧耙齒；固定耙齒
23/04 ‧機架（簡便運輸裝置或工具見
73/00）
；牽引裝置 [4]
23/06 ‧圓盤耙片（15/16 優先，所用之
軸承見 71/04）；清理圓盤耙片
之刮土刀；刃磨附屬裝置（刃磨
本身見 B24） [2]

25/00 附有專用附屬裝置之耙，如撒

機具
33/02 ‧工作部件安裝於與行進方向呈橫
向之水平軸上者
33/04 ‧工作部件安裝於與行進方向平行
之水平軸上者
33/06 ‧工作部件安裝於垂直或陡斜之軸
上者
33/08 ‧工作部件；零件，如傳動裝置或
齒輪裝置
33/10 ‧‧工作部件之結構或功能特點
33/12 ‧‧工作部件的配置；工作部件之
防護板
33/14 ‧‧工作部件與旋轉軸之聯結，如
彈性聯結之工作部件
33/16 ‧附專用附屬裝置者（49/00 優
先：用於播種或施肥者見
49/06） [2]

35/00 其他整地機械（37/00，39/00，
77/00 優先）
35/02 ‧附非旋轉工作部件者
35/04 ‧‧由畜力或拖拉機牽引者
35/06 ‧‧‧附彈性工作部件者
35/08 ‧‧‧附剛性工作部件者
35/10 ‧‧懸掛於拖拉機上者
35/12 ‧‧‧附彈性工作部件者
35/14 ‧‧‧附剛性工作部件者

播肥料之裝置；專門用途之耙

35/16 ‧附非驅式旋轉或循環工作部件者

（39/00 優先）

35/18 ‧同時帶旋轉或非旋轉工作部件者
35/20 ‧工作部件；零件

其他整地機具
27/00 土塊壓碎機

35/22 ‧‧非旋轉工作部件；懸掛的非旋
轉工作部件
35/24 ‧‧‧彈性工作部件

29/00 鎮壓器

35/26 ‧‧‧剛性工作部件

29/02 ‧平滑表面者

35/28 ‧‧旋轉工作部件；懸掛的旋轉工

29/04 ‧由鎮壓器體上安裝之可轉動圓環

作部件

或圓盤，或帶有的凸起或肋狀結

35/30 ‧‧底盤（23/04 優先） [2]

構而形成非平滑表面者，表土鎮

35/32 ‧附專用附屬裝置者

壓器

37/00 疏鬆被車輪等壓實的土壤之裝置

29/06 ‧附專用附屬裝置者

31/00 耮
33/00 附驅動式旋轉工作部件之耕作

39/00 用於長有作物之土地整地的其
他專用機械
39/02 ‧附非旋轉工作部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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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4 ‧‧由畜力或拖拉機牽引者

51/00 專門用於安裝各種農業機具或

39/06 ‧‧自走式機械

裝置之底盤（一般車輛見 B60 或

39/08 ‧附旋轉工作部件者

B62 之有關次類）

39/10 ‧附擺動工作部件者

51/02 ‧發動機驅動者

39/12 ‧專用者

51/04 ‧由畜力或拖拉機牽引者

39/14 ‧‧作壟者
39/16 ‧‧在葡萄園、果園等地作業者

59/00 用於牲畜或拖拉機與農業機具

39/18 ‧‧除草用者

間聯結之專用裝置（63/00 優

39/19 ‧‧‧桿式除草機，即具有在表土

先；車輛之連結件一般見 B60D；

下推進旋轉桿的除草機
39/20 ‧工作部件；零件

畜力牽引車輛之牽引裝置一般見
B62C5/00） [3]

39/22 ‧‧工作部件；懸掛的工作部件

59/02 ‧用於畜力牽引機械者

39/24 ‧‧底盤（23/04 優先） [2]

59/04 ‧用於拖拉機牽引或推進之機械者

39/26 ‧‧保護植物之裝置

59/041 ‧‧防止或限制機具側面間隙者

39/28 ‧ 附 專 用 附 屬 裝 置 者 （ 49/00 優
先） [2]

41/00 間苗機械

（防止超載者見 61/00） [2]
59/042 ‧‧牽引裝置安裝於拖拉機尾部者
59/043 ‧‧‧三點支撐者，如快速鬆脫式
掛結器（59/06 優先）

41/02 ‧附擺動工作部件者

59/044 ‧‧牽引裝置安裝於拖拉機中部者

41/04 ‧附旋轉工作部件者

59/046 ‧‧牽引或推進裝置安裝於拖拉機

41/06 ‧用電，如用光電控制間苗作業者

43/00 除去土壤中石頭，不需要的殘
根或類似雜物之收集機，例如
用拖拉機牽引之堆積機[4]
45/00 草地或草坪處理機械[1,2006.01]

側面者
59/048 ‧‧牽引或推進裝置安裝於拖拉機
前部者
59/06 ‧用於拖拉機懸掛機械者

61/00 用於防止農機具過載之裝置或

45/02 ‧用於通風者

農機具之防止超載的部件（車輛

45/04 (轉見 A01G 20/12-A01G 20/15)

聯結件上防止超載力之裝置一般見

47/00 利用工作部件與土壤間之電壓
差的整地
49/00 聯合作業機械（聯接至不同類型
機具上之附屬部件，例如聯接犁上
之耙，見機具之各有關目）
49/02 ‧附兩件或多件不同類型之整地工
工作部件者
49/04 ‧整地部件與非整地部件，如播種
部件之組合
49/06 ‧‧播種或施肥用者

一般農業機械或農具之部件、零件
或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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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0D；聯軸器本身防止超載之裝
置見 F16D） [3]
61/02 ‧拖拉機與機械間之聯結裝置者
61/04 ‧工作部件與底盤樑架間之聯結裝
置者

63/00 農機或農具之提升或調整裝置
或機構（割草機切割器之提升機
構見 A01D34/24；割草機切割器調
整裝置見 A01D34/28；提升裝置本
身結構特點見 B66F） [3]
63/02 ‧用於拖拉機懸掛農具者
63/04 ‧‧手動裝置；附機械蓄能器，如
彈簧之手動裝置
63/06 ‧‧由拖拉機動力機械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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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8 ‧‧由拖拉機之運動操作者
63/10 ‧‧由液壓或氣動裝置操作者
63/102 ‧‧‧以拖拉機懸掛部位為特徵
者，如於尾部
63/104 ‧‧‧‧於中部，即在前後輪之間
63/106 ‧‧‧‧於側面
63/108 ‧‧‧‧於前部
63/11 ‧‧‧用於控制機具與拖拉機車輪
之間重量轉移者 [2]

69/06 ‧由輔助駕駛員操縱的機具橫向轉
向機構
69/08 ‧由拖拉機之橫向移動而導致的農
機具橫向轉向

71/00 安裝或調整機構、機具或工作部
件之驅動裝置或動力輸出軸之結
構或布置；部件防塵或防類似物
之裝置；農用機械專用部件

63/111 ‧‧‧用於調節機具作業深度者

71/02 ‧安裝或調整機構

63/112 ‧‧‧‧用於控制牽引載荷，即拉

71/04 ‧旋轉部件之軸承，如用於整地圓

力 [2]
63/114 ‧‧‧‧保持穩定作業深度者 [2]
63/118 ‧‧‧機具安裝於動力提升拉桿上
者（ 59/043 優先；防止或

盤者（軸承一般見 F16C）
71/06 ‧動力輸出軸與機具或機械之傳動
軸之間專用聯軸器（傳遞旋轉的
聯軸器見 F16D）

限制機具側面間隙者見

71/08 ‧防塵或防類似物或用於清掃農業

59/041 ； 防 止 超 載 者 見

機 具 之 裝 置 （ 15/16,19/10,23/06

61/00） [2]

優先；驅動式旋轉耕作部件之防

63/12 ‧‧用電動機操作者

護板見 33/12；旋轉部件之防護

63/14 ‧用於牲畜或拖拉機牽引機具者

板一般見 F16P1/00） [2]

63/16 ‧‧輪子可相對於機架調整者
63/18 ‧‧‧離合器在 Z 型軸與車輪之
間者
63/20 ‧‧‧有齒輪與齒條裝置者
63/22 ‧‧‧用液壓與氣動裝置操作者
63/24 ‧‧工作部件或工作部件夾持裝置
可與機架作相對調整者
63/26 ‧‧‧人力者
63/28 ‧‧‧由機具操作者

73/00 農業機械或機具之簡便運輸工
具或裝置如減小總體寬度的折
疊機架（用於整地農具提升裝置
之設備見 63/00；適用於貨運或運
載特殊貨物或物體之車輛見
B60P；機動車，拖車見 B62D）[4]
73/02 ‧折疊機架 [4]
73/04 ‧‧可繞水平軸折疊者 [4]
73/06 ‧‧可繞立軸折疊者 [4]

63/30 ‧‧‧通過機械傳動，由發動機動
力操作者
63/32 ‧‧‧用液壓或氣動裝置操作者

67/00 通過工作部件的阻力控制拖拉

75/00 用於田間工作之人員的運載工
具，如間伐甜菜
76/00 在主目 51/00 至 75/00 中不包含

機發動機之裝置（防止超載者見

的農業機械或農具的其他部

61/00）

件、零件或附件[8]

69/00 農業機械或農具之轉向機構；在
所要求的軌道上導引農機具 [3]
69/02 ‧隆起標記或類似裝置；尺度索；
所需附件
69/04 ‧拖拉機自動轉向機構之特殊匹
配，如環路耕作的電力系統

77/00 提升與處理土壤之機械（殺蟲
劑，害蟲驅散劑或誘捕劑；植物生
長調節劑見 A01N25/00 至 65/00；
肥料見 C05；土壤改良或土壤穩定
材料見 C09K17/00）

79/00 整地方法（必須使用之專用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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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機械之各相應目）

相結合者

79/02 ‧與其他農業過程，如施肥、種植

A01C 種植；播種；施肥（與一般整地結合者見 A01B49/04；農業機械或農具之
部件、零件或附件一般見 A01B51/00 至 75/00）

次類索引
施肥

種植 ......................... 9/00, 11/00, 13/00, 14/00

方法 .................................................3/00, 21/00

播種 .................................... 7/00, 17/00, 19/00

設備 ................. 3/00, 5/00, 17/00, 19/00, 23/00

通用設備 .................................................. 5/00

播種或種植前之作業............................... 1/00

1/00

於播種或種植前試驗或處理種

5/02

手動工具（樹木之移栽裝置見

子、根莖或類似物之設備或方
法（所需化學藥物見 A01N25/00
至 65/00）
1/02

‧發芽設備；種子類發芽能力之測
定（製備麥芽之發芽設備見
C12C 1/027）

1/04

‧種子置於其載體，如條帶、繩索

A01G23/02）
5/04

‧種子塗層或包衣

1/08

‧種子免疫

3/00

廄肥處理；施廄肥（糞叉見

5/06

3/02

‧廄肥之貯存地點，如貯存液體廄
肥之罐車；廄肥之發酵裝置（污
水處理構築物見 E03F5/00；糧
粖塔，糧粖槽見 E04H7/22）

3/04

‧廄肥裝載機（裝載機一般見
B65G）

3/06

‧廄肥撒布裝置，如撒糞機

3/08

‧‧用於撒布已鋪放於土壤上之廄
肥者 [2]

5/00

5/08

‧施廄肥與播種，或施廄肥與種植
兼用之機械

7/00

播種（驅動工作部件之裝置見
19/00）

7/02

‧手動播種工具

7/04

‧附或不附吸入裝置之單粒穀物播
種機

7/06

‧附施肥裝置之播種機（與整地部
件組合者見 A01B49/04）

7/08

‧撒播播種機；條播播種機

7/10

‧‧調整種子箱之裝置

7/12

‧‧附餵入輪之播種機

7/14

‧‧‧附匙輪或斗輪之播種機

7/16

‧‧附其他撒布裝置之播種機，如
用刷子、圓盤、螺旋、滑板
者（用循環鏈者見 15/18）

7/18

‧間隔式定量播種之機械

用於播種、種植或施廄肥之開

7/20

‧導種與播種之播種機零件

溝、挖穴或覆蓋溝穴(用於起壠

9/00

馬鈴薯種植機（與整地組合者見

的犁見 A01B13/0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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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播種或種植之開溝、作畦或
覆蓋溝、畦之機械 [8]

A01D9/00；由廢物製成之有機肥
料見 C05F）

‧用於播種或種植之挖掘或覆蓋坑
穴之機械

上
1/06

‧用於播種、種植或施廄肥之挖穴

A01B49/04）

A01C,D

9/02

‧附傳送帶者

9/04

‧附斗輪者

9/06

‧附入土或抓緊裝置者

9/08

‧附其他播種裝置者，如隔板，螺
旋，水平旋轉盤

11/00 移栽機械（支承田間工作人員之

15/16 ‧附推出肥料之裝置，如採用排肥
輪者
15/18 ‧帶環鏈者

17/00 附離心輪之施肥機或播種機
（砂粒、礫石或鹽之撒布機見
E01C19/20；物件或固體散裝物料

運載工具見 A01B75/00；樹木移栽

之機械拋料機一般見 B 65 G

裝置見 A01G23/02）

31/00） [3]

11/02 ‧用於種苗
11/04 ‧用於植株之深栽或深移

19/00 施肥或播種機工作部件之驅動
裝置[4]

13/00 植株周圍固土之機械或設備

19/02 ‧由發動機驅動者 [4]

14/00 在本次類其他主目中不包括的

19/04 ‧由驅動行走輪驅動者 [4]

用於種植的方法或設備[8]
15/00 施肥機械（7/06 優先；附離心輪

21/00 施肥方法（肥料見 C05；土壤調
節與土壤穩定材料見 C09K17/00）

者見 17/00；驅動工作部件之裝置

23/00 專門適用於液體廄肥或其他液

見 19/00；用於道路之砂粒，礫石

體肥料，包括氨水之專用撒布

或鹽之撒布機見 E01C19/20） [2]

裝置，如運輸罐、噴灑車（灌溉

15/02 ‧手工使用者

一般見 A01G25/00；噴灑或施用液

15/04 ‧用吹送器者

體或其他流體材料者一般見 B05）

15/06 ‧附撒布槽者

23/02 ‧將液體直接輸送入土壤內之專用

15/08 ‧‧於撒布槽上附推出器或抖動器
者
15/10 ‧‧‧附往復推出器者

設備
23/04 ‧加壓撒布；撒布泥肥；施用液肥
之灌溉系統

15/12 ‧肥料箱附可動部件者
15/14 ‧附提出肥料之裝置

A01D 收獲；割草
附註
(1) 本次類包括殘梗之切碎或粉碎，例如用作覆蓋物之製造，但不包括其他
無用植物之機械式滅除，該類見於 A01M21/02。[7]

次類索引
手動工具

去頂器 ............................................ 23/00,27/00

切割工具，摟耙，叉，

用於特定作物者 ....... 13/00,21/00, 25/00,29/00

其他 .............................. 1/00, 7/00, 9/00, 11/00

其他機械 .................................................. 31/00

附件 .................................................... 3/00,5/00

附件 .......................................................... 33/00

收獲根用作物之機械
挖掘機 ............................. 13/00 至 19/00,27/00

穀類作物或牧草之收獲或收割
收割機或割草機 ............... 34/00, 37/00,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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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 43/00,
割捆機 ............................................37/00,39/00

其他作物之收獲
水下植物...................................................44/00

收割台 ......................................................47/00

直立作物...................................................45/00

用於特定作物者.............................44/00,45/00

水果、蔬菜或類似物之

零部件 ....................................... 57/00 至 69/00

採摘或採集.....................................46/00,51/00

附件 ................................................75/00,85/00

採集，裝載，運輸 ..... 51/00,85/00 至 90/00

牧草攤晒機 ................. 76/00 至 84/00

一般方法 ........................... 91/00

手動工具
1/00

收獲用手割工具（採摘蘋果或類

9/02

‧叉齒與手柄剛性聯結者

9/04

‧附可換式叉齒者

9/06

‧與摘取器、夾持器或此類工具相
結合者

似水果的裝置見 46/24；綠籬修剪
工具見 A01G 3/04）
1/02

‧長柄大鐮刀

1/04

‧鐮刀

1/06

‧割刀

1/08

‧刀片之固定裝置

1/10

‧‧用偏心槓桿之方法緊固者

1/12

‧‧可用幾種方法調整刀片者

1/14

‧手柄；附件，如長柄大鐮刀筐，
安全裝置

3/00

11/00 其他手動工具 （採摘蘋果或類似
水果的裝置見 46/24）
11/02 ‧用於挖掘或收獲甜菜、馬鈴薯或
其他根莖作物者
11/04 ‧用於裝卸根莖作物者，如鏟、叉
式鏟
11/06 ‧組合工具，如叉與耬耙

收獲根莖作物的機械

用於長柄大鐮刀、鐮刀或類似

13/00 挖掘機，如馬鈴薯挖掘犁

刀具之無磨料刃磨裝置

15/00 有篩子而無輸送裝置之挖掘機

3/02

‧用衝擊工具者

3/04

‧用壓鉗者

3/06

‧用壓輥或壓盤者

3/08

‧零件，如長柄大鐮刀鐵砧，長柄
大鐮刀導向板

械
15/02 ‧附剛性篩者
15/04 ‧附移動或振動篩者

17/00 附篩與輸送裝置之挖掘機械
17/02 ‧輸送器安裝於篩選裝置之上者

5/00

收獲時用之磨刀石容器

7/00

摟耙（可變換成摟耙或能夠進行

17/06 ‧附滾筒式或圓盤式篩者

摟耙作業的割草機見 42/02；與摟

17/08 ‧附抖動式篩者

耙聯合的割草機見 43/02）[7]

17/10 ‧附平滑傳送帶、板條帶或刮板帶

17/04 ‧輸送器安裝於篩選裝置之下者

7/02

‧摟齒與摟齒梁剛性聯結者

7/04

‧附可調式摟齒梁者

17/12 ‧附斗式輸送器者

7/06

‧附特殊形狀或特殊固定之摟齒者

17/14 ‧附滾筒式篩者

7/08

‧附帶可換式摟齒者

17/16 ‧‧附螺旋輸送器者

7/10

‧與摘取器、夾持器或此類工具相

17/18 ‧‧無螺旋輸送器者

結合者

9/00

A-8

叉

者

17/20 ‧‧附若干個聯動篩者
17/22 ‧‧附若干個聯動篩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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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附有離心輪、滾筒或拋擲器之
挖掘機械
19/02 ‧收獲工作部件繞與行進方向橫向
安裝之水平軸旋轉者

33/04 ‧石塊分離機構
33/06 ‧莖桿切割機構
33/08 ‧專用分類與清潔機構
33/10 ‧附或不附稱重設備之作物收集裝
置

19/04 ‧收獲工作部件繞與行進方向平行
安裝之水平軸旋轉者
19/06 ‧‧附戽斗輪或滾筒者
19/08 ‧‧附戽斗齒鏈者
19/10 ‧‧附接收篩者；用於存放根莖作
物之裝置
19/12 ‧收獲工作部件安裝於近似垂直的
軸上者

33/12 ‧附或不附發動機之驅動機構
33/14 ‧工作部件之升降裝置

牧草、穀類作物或其他作物之收獲
機械
34/00 割草機（與其他機械或設備聯合
之收穫機械見 37/00 至 41/00、

19/14 ‧‧附一個篩選輪者
19/16 ‧‧附若干個篩選輪者

43/00；可變換成用於收割目的以

19/18 ‧‧附篩齒鏈者

外之設備者，或能夠進行收割以外
作業的割草機見 42/00）
；收割機

21/00 附有馬鈴薯撿拾裝置之挖掘機
械
21/02 ‧附上下移動之撿拾工具者

的收割裝置 [4]

附註

21/04 ‧附旋轉式撿拾工具者

在本目中，涉及割草機用途者，最好

23/00 去頂機械

加上 101/00 索引碼。[8]

23/02 ‧挖掘前切割頂葉者

34/01 ‧以切割裝置的類型為特徵者 [7]

23/04 ‧挖掘後切割頂葉者

34/02 ‧‧有往復式切割器者 [4,7]

23/06 ‧附有撿拾與存放頂葉裝置者；使

34/03 ‧‧‧安裝於車輛上者，例如拖拉

頂葉免於損傷之裝置

25/00 挖掘甜菜類作物之機械
25/02 ‧帶剛性工作部件之機械
25/04 ‧附移動式或旋轉式工作部件之機
械

27/00 同時附有去頂與挖掘機構之機
械
27/02 ‧附剛性工作部件者
27/04 ‧附移動式或旋轉工作部件者

29/00 花生收獲機

機上，或用畜力或車輛牽
引者 [4]
34/04 ‧‧‧‧附前置切割器者 [4]
34/06 ‧‧‧‧附側置切割器者 [4]
34/07 ‧‧‧‧附後置切割器者 [4]
34/08 ‧‧‧由步行操作者以手操縱者
[4,7]
34/10 ‧‧‧‧附機動切割器或輪者 [4]
34/125 ‧‧‧帶有割下`材料卸載裝置者
（57/26 至 57/30 優先；與
割下材料的收集或裝載裝
置合併者見 43/06）[7]

31/00 其他挖掘收獲機械

34/13 ‧‧‧切割裝置 [4]

31/02 ‧與其他農業機械組合者，如與播

34/135 ‧‧‧‧具有可反向移動之協同作

種機、種植機、乾草收獲機組合
者

33/00 挖掘式收獲機之附件
33/02 ‧葉片分離機構

用刀桿者 [7]
34/14 ‧‧‧‧刀桿 [4]
34/16 ‧‧‧‧定刀片刀桿之導向裝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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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7 ‧‧‧‧壓刀裝置 [4]

34/52 ‧‧‧‧切割裝置 [4]

34/18 ‧‧‧‧護刃器護尺；定刀片[4]

34/53 ‧‧‧‧‧螺旋形狀之切割部件
[4]
34/535 ‧‧‧‧‧具有以樞軸形式連接到

34/20 ‧‧‧‧定刀片桿 [4]
34/22 ‧‧‧‧‧所用滑腳 [4]
34/23 ‧‧‧‧附加垂直刀桿者 [4]

轉軸上之切割部件

34/24 ‧‧‧刀桿之提昇裝置 [4]

者，例如連枷 [7]

34/26 ‧‧‧‧人力者 [4]

34/54 ‧‧‧‧切割高度之調整 [4]

34/27 ‧‧‧‧提昇刀桿時，割刀與驅動

34/56 ‧‧‧‧切割器之驅動機構 [4]

機構分離裝置 [4]

34/57 ‧‧‧‧‧由機械前進帶動者 [4]

34/28 ‧‧‧刀桿之調節裝置 [4]

34/58 ‧‧‧‧‧電力驅動者 [4]

34/30 ‧‧‧切割器之驅動機構 [4]

34/60 ‧‧‧‧‧液力驅動者 [4]

34/32 ‧‧‧‧割刀與驅動機構之連桿
[4]
34/33 ‧‧‧‧‧連桿與刀桿之連接裝置
[4]
34/34 ‧‧‧‧‧連桿與驅動機構曲柄梢

34/62 ‧‧‧‧其他零件 [4]

之連接裝置 [4]
34/36 ‧‧‧‧由機械前進帶動者[4]
34/37 ‧‧‧‧電力驅動者 [4]
34/38 ‧‧‧‧液力驅動者 [4]
34/40 ‧‧‧其他零件 [4]
34/404 ‧‧附有在水平面內擺動之切割器
者 [7]
34/408 ‧‧‧並與反向切割器協同作用者
[7]
34/412 ‧‧附有轉動切割器者 [7]

34/63 ‧‧‧附繞垂直軸旋轉之切割器
[4,7]
34/64 ‧‧‧‧安裝於車輛上者，例如拖
拉機上，或用畜力或車
輛 牽 引 者 （ 34/695 優
先）[4,7]
34/66 ‧‧‧‧‧具有二個或二個以上之
切割器者 [4]
34/67 ‧‧‧‧由步行操作者以手操縱者
[4,7]
34/68 ‧‧‧‧‧有機動切割器或輪者
[4]
34/685 ‧‧‧‧‧‧具有二個或二個以上
之切割器者 [7]

34/416 ‧‧‧柔性線切割器 [7]

34/69 ‧‧‧‧‧‧具有機動輪者 [7]

34/42 ‧‧‧附繞水平軸轉動之切割器，

34/695 ‧‧‧‧由氣墊支撐者 [7]

例如切割滾筒 [4,7]

34/71 ‧‧‧‧帶有割下材料卸載裝置者

34/43 ‧‧‧‧安裝在車輛，例如拖拉機

（57/26 至 57/30 優先；

上，或用畜力或車輛牽引

與割下材料的收集或裝

者 [4]
34/44 ‧‧‧‧‧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切割
器者 [4]
34/46 ‧‧‧‧由步行操作者以手操縱者
[4,7]
34/47 ‧‧‧‧‧有機動切割器或輪者
[4]
34/49 ‧‧‧‧帶有割下材料卸載裝置者
（57/26 至 57/30 優先；
與割下材料的收集或裝
載裝置合併者見 43/06）
[7]

A-10

載裝置合併者見 43/06）
[7]
34/73 ‧‧‧‧切割裝置 [4]
34/74 ‧‧‧‧切割高度的調節 [4]
34/76 ‧‧‧‧切割器之驅動機構 [4]
34/77 ‧‧‧‧‧由機械前進帶動者 [4]
34/78 ‧‧‧‧‧電力驅動者 [4]
34/80 ‧‧‧‧‧液力驅動者 [4]
34/81 ‧‧‧‧箱體；外罩（34/71 優
先）[7]
34/82 ‧‧‧‧其他零件 [4]
34/83 ‧‧‧切割部件安裝於環型帶或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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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上者 [4]
34/835 ‧專用於特殊目的者 [7]

以外作業的割草機（與其他機械
或設備聯合之割草機見 43/00）[7]

34/84 ‧‧用於草坪或田野修邊者，例如

42/02 ‧摟耙 [7]

用於樹邊或牆邊的收割（修

42/04 ‧整地 [7]

邊機見 A01G3/00）[4]

42/06 ‧打掃或清潔草坪或其他表面 [7]

34/86 ‧‧用於在坡地上使用者，例如在
堤岸上（專用於收割機或割
草機的底盤或機架見 67/00；
收割機或割草機在坡地行進
時的控制機構見 75/28）[4,7]
34/90 ‧‧用於由操作者攜帶者 [7]

37/00 割捆機（用於其上捆扎收獲或割
下產品之設備，如打結器見
59/00）
37/02 ‧附接收台與捆扎裝置，惟無升運
帆布帶者
37/04 ‧禾桿呈直立狀態輸送者
37/06 ‧用禾桿或草繩捆扎者

39/00 單獨打捆機，如捆乾草用；與
割草機可聯結之打捆機（用於其
上捆扎收獲或割對產品之設備，如
打結器，見 59/00；禾桿或乾草成
束或打捆之固定裝置或手動工具見
A01F1/00）

41/00 聯合收割機，即與脫粒裝置聯
合的收割機或割草機
41/02 ‧自走式聯合收割機
41/04 ‧拖拉機驅動聯合收割機
41/06 ‧附收割台之聯合收割機
41/08 ‧禾桿切割前脫粒之聯合收割機
41/10 ‧附鋪條撿拾裝置之田間脫粒機
41/12 ‧聯合收割機之零件
41/127 ‧‧專用於聯合收割機的控制與測
量裝置 [7]
41/133 ‧‧乾燥裝置 [7]
41/14 ‧‧割草台 [2]
41/16 ‧‧‧割草台與輸送器之連接裝置
[7]

42/00 可變換成用於收割目的以外之
設備的割草機；能夠進行收割

42/08 ‧‧掃雪 [7]

43/00 與其他機械或設備聯合之收獲
機械（37/00，39/00，41/00 優
先） [3]
43/02 ‧附摟草機者
43/04 ‧附乾草處理機，如翻曬機
43/06 ‧採集、收集或裝載割下材料之裝
置 [1,7]
43/063 ‧‧在割草機所攜帶的箱體之內或
之 上 ； 其 箱 體 （ 43/077 優
先）[7]
43/07 ‧‧在拖車之內或之上（43/077 優
先）[7]
43/073 ‧‧‧附有可控制卸料出口者 [7]
43/077 ‧‧附有輸送收割作物的輔助裝
置，例如葉片 [7]
43/08 ‧附收割作物之切碎裝置 [7]
43/10 ‧附收割作物之破碎或研碎裝置
[7]
43/12 ‧附整地機具者，例如犁
43/14 ‧附分配裝置，例如用作肥料、除
草劑、或防腐劑之分配 [7]
43/16 ‧附草坪修邊器 [7]

44/00 水下植物之收獲，如海菜之收
獲 [2]
44/02 ‧紫菜者 [2]

45/00 直立作物之收穫（44/00 優先；
用於特定作物之脫粒機械、用於特
定作物之聯合收割機之脫粒裝置見
A01F11/00）；菇蕈類收穫見 A01G
18/70) [1,2,2006.01,2018.01]
45/02 ‧玉米者
45/04 ‧水稻者
45/06 ‧亞麻者
45/10 ‧甘蔗者
45/16 ‧煙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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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2 ‧菜豆者

牧草或穀類作物之收割機或割草機

45/24 ‧豌豆者

的部件 [7]

45/26 ‧甘藍或萵苣者 [2]
45/28 ‧菠菜者

57/00 收獲機械之輸送機構

45/30 ‧草籽或此類種子者

57/01 ‧將作物引導至收割裝置之設備
[7]
57/02 ‧‧使用撥禾輪類

46/00 水果、蔬菜、啤酒花或類似作
物之採摘；振搖樹木或灌木之
裝置 [2,3]

57/03 ‧‧‧與作物接觸之部件，如摟齒
具有附帶控制動作 [3]
57/04 ‧‧‧改變撥稿輪位置的裝置

附註

57/05 ‧‧‧將割草機變換成收割機之可

在本目中，46/30 目優先於
46/02 至 46/28 各目。[7]

拆卸式撥禾輪[7]
57/06 ‧‧使用循環式輸送器
57/08 ‧‧使用搖擺式摟耙

46/02 ‧啤酒花者 [2]

57/10 ‧‧使用葉片

46/04 ‧茶葉者 [2]

57/12 ‧旋轉式摟耙

46/06 ‧咖啡者 [2]

57/14 ‧單台摟耙

46/08 ‧棉花者 [2]

57/16 ‧傾斜台

46/10 ‧‧氣動式者 [2]

57/18 ‧堆積裝置，如附傾翻桿者

46/12 ‧‧用摘棉桃機者 [2]

57/20 ‧附輸送帶者

46/14 ‧‧用摘棉花機者 [2]

57/22 ‧用於直立莖桿者

46/16 ‧‧‧旋轉式或振動式摘錠 [2]

57/24 ‧集草板

46/18 ‧‧‧‧安裝於旋轉式懸掛架上者
[2]
46/20 ‧附升降裝置之工作台 [2]

57/26 ‧安裝於切割器後面的用於導引割

46/22 ‧籃子或袋子可附裝於採摘機上者
[2]
46/24 ‧ 採 摘 蘋 果 或 類 似 水 果 之 裝 置

57/30 ‧用於鋪條之旋轉式附加裝置

（46/26 優先）[2,7]

下牧草或禾桿之裝置
57/28 ‧帶齒的鋪條附加裝置

59/00 捆紮收獲農產品之設備（專門適
用於打捆者見 A01F15/14）

46/247 ‧ ‧ 手 動 操 作 之 水 果 採 摘 工 具

59/02 ‧打捆機

（46/253 優先）[7]

59/04 ‧打結器

46/253 ‧‧手提式機動水果採摘機 [7]

59/06 ‧針

46/26 ‧振搖樹木或灌木之裝置；同時所

59/08 ‧卸料桿

使用之水果捕獲裝置（46/28 優

59/10 ‧分離擠聚禾捆之裝置

先）[3,7]

59/12 ‧裝捆繩之容器

46/28 ‧摘葡萄機，即葡萄收獲機[3]

59/14 ‧禾捆計數器

46/30 ‧用於分別採摘作物之自動裝置
[7]

61/00 打捆機或聯合收獲機之升運器

47/00 收割台

61/02 ‧環形帶

51/00 用於收集落在地上的果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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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輸送器
61/04 ‧鏈條

蘋果、甜菜、堅果、馬鈴薯之

63/00 外分禾器

裝置

63/02 ‧旋轉式分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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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4 ‧非旋轉式分禾器

75/30 ‧牽引兩個或多個收割機或割草機
之裝置

65/00 穀類作物扶禾器
65/02 ‧扶莖器
65/04 ‧附旋轉桿者
65/06 ‧安裝於切割器內側之扶禾器

牧草攤晒機；作物處理機[3]
附註

65/08 ‧護輪裝置

67/00 專用於收獲機械之底盤或機架
（畜力或拖拉機與收割機或割草機
之間的連接裝置見 A01B59/00）
；
調節機架之機構（切割器之調整裝
置見 34/28）；工作台 [3]

於 76/00 至 87/00 各目內，下列
所用術語其意係指：
— “乾草”包括所有全乾或半
乾之已收割的飼草作物；
— “乾草攤晒機”包括在翻

67/02 ‧防範氣候變化之保護裝置

晒一切已收割的攤舖於地

67/04 ‧坐位

上之飼草作物的器械，但

69/00 收割機或割草機的驅動機構或
其部件(用於收割機或割草機的切
割器的驅動機構見 34/00)
69/02 ‧電力驅動者
69/03 ‧液力驅動者 [4]
69/06 ‧傳動裝置
69/08 ‧離合器
69/10 ‧制動器
69/12 ‧潤滑

75/00 收割機或割草機的附件
75/02 ‧收集穀粒作物之裝置
75/04 ‧禾捆裝載機
75/06 ‧禾捆堆積機或集草車
75/08 ‧固定於收割機或割草機上之刃磨
設備
75/10 ‧修理刀桿之裝置，如將刀片自刀
架上取下之裝置
75/12 ‧用於自切割器上卸下刀桿之工具
75/16 ‧鋪放禾捆捆扎繩之裝置
75/18 ‧機械部件之安全裝置
75/20 ‧保護人或牲畜之裝置 75/24 ‧

7/00 目的“摟耙”除外。[3]
76/00 乾草攤晒機，其摟齒在操作時
相對於機器係固定的，但在傾
卸時卻可以升起 (乾草攤晒機與
割草機聯合者見 43/04) [3]
78/00 乾草攤晒機，其摟齒相對於機
械係活動的 (乾草攤晒機與割草
機聯合者見 43/04) [3]
78/02 ‧附摟齒桿或類似部件與繞水平軸
旋轉之轉頭相聯結，如滾筒式者
[3]
78/04 ‧‧附摟齒之部件其運動方向與機
械行進之方向傾斜或成直角[3]
78/06 ‧附摟齒之環形鏈或帶 [3]
78/08 ‧附摟齒之轉頭或轉輪 [3]
78/10 ‧‧摟齒圍繞一個基本垂直之軸旋
轉 [3]
78/12 ‧‧‧摟齒作旋轉運動時有附加運
動 [3]
78/14 ‧‧摟齒圍繞一個基本水平之軸旋
轉 [3]

畜力牽引收割機或割草機之專用

78/16 ‧‧‧轉頭或轉輪正向驅動者 [3]

裝置

78/18 ‧往復摟齒式者 [3]

75/26 ‧前置式搬運車；前置式搬運車之
樞軸轉向機構
75/28 ‧收割機或割草機在坡地行進時之
控制機構；防止橫向拉力之裝置

78/20 ‧‧摟齒往復之方向平行於機械行
進之方向 [3]

80/00 乾草攤晒機之部件或零件（某一
特定型式機械之部件或零件，參見
A-13

A01D

此類機械之相應目） [3]
80/02 ‧摟齒；摟齒之附件 [3]

82/00 作物處理機，即破碎或研碎禾
桿之機械 (與收割作物之破碎或研
碎裝置結合之割草機見 43/10) [3]
82/02 ‧作物處理機之軋輥 [6]

43/06） [2]
90/02 ‧裝載工具 [2]
90/04 ‧‧附加切割裝置者 [2]
90/06 ‧‧‧附作為裝載及切割裝置用之
莖桿切碎器（43/08 優先）
[2]
90/08 ‧‧附帶用於裝載者、附打捆裝置
者；帶撿拾草捆並將其運送

84/00 未包括於 76/00 至 82/00 任一目
內之乾草攤晒機 (乾草攤晒機與
割草機聯合者見 43/04)
84/02 ‧附撓性的工具者 [6]

進車輛之裝置 [2]
90/10 ‧卸載工具 [2]
90/12 ‧附附加裝置或工具者（掛接裝置
見 A01B59/00） [2]

85/00 堆積設備
87/00 牧草或乾草類大田作物之裝載
機（與割草機聯合的見 43/06）
87/02 ‧附輸送帶者

90/14 ‧用於驅動、裝卸工具之傳動裝置
[2]
90/16 ‧自走式 [2]

91/00 農產品之收獲方法 (要求使用專
用機械者，參見此類機械各相應目)

87/04 ‧‧附有將作物餵送至輸送器之摟
耙者
87/06 ‧附振動式或往復式摟草桿者

91/02 ‧生長於土壤內之產品
91/04 ‧生長於土壤上之產品（水果、啤
酒花見 46/00）

87/08 ‧附集草器者
87/10 ‧附拋草機者
87/12 ‧用於禾捆、草堆或草捆之裝載機

93/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收穫設
備 [2009.01]

89/00 撿拾裝載機、莖桿切碎機、壓
捆機、田間脫粒機或類似機械

涉及割草機用途與主目 34/00 聯合使

之撿拾裝置

用之索引碼 [6,8]

90/00 附自裝或自卸裝置之收獲作物
裝運車輛（與割草機聯合者見

101/00 草坪割草機 [6,8]

A01F 脫粒(與 A01D 41/00 聯合)、禾桿、乾草或類似物之打捆；將禾桿、乾
草、類似物形成捆或打捆的固定裝置或手動工具；禾桿、乾草或類似
物的切碎；農業或園藝產品之儲藏(與整理或安置成堆相關的準備工
作見 A01D 85/00)
次類索引
脫粒

或類似物的打捆 ................ 1/00, 13/00, 15/00

設備之功能類型................................5/00, 7/00

脫粒機械或

專門用途 .................................................. 11/00

壓捆機械附件 ................. 17/00, 19/00, 21/00

零件 ..........................................................12/00

農業或園藝產品之儲存......................... 25/00

禾桿、乾草

A-14

禾桿、乾草或類似之物的切碎機械或工具

A01F

....................................................... 3/00, 29/00

1/00

禾桿、乾草或類似之物成形或
打捆之固定裝置或手用工具
（ 打 包 器 械 或 壓 捆 機 見 13/00 ，
15/00；牧場用的活動式打捆機見
A01D37/00，39/00） [3]

12/12 ‧‧無捆繩切斷器者
12/14 ‧‧附捆繩切斷器者
12/16 ‧‧安全裝置
12/18 ‧脫粒裝置
12/20 ‧‧紋桿式脫粒滾筒
12/22 ‧‧釘齒式脫粒滾筒

1/02

‧手動工具

1/04

‧束緊或打捆裝置

1/06

‧用於捆綁之繫繩

3/00

切碎禾桿、乾草或類似之物的

12/30 ‧禾桿分離器 [5]

手動工具（機械驅動之禾桿切碎

12/32 ‧‧附抖動篩者

機見 29/00）

12/34 ‧‧‧篩片；振動器襯層

12/24 ‧‧單件脫粒凹板
12/26 ‧‧多件脫粒凹板
12/28 ‧‧調整凹板之裝置

12/36 ‧‧‧‧特別適合處理短禾桿之篩

脫粒

片
12/38 ‧‧附並列而獨立運動的抖動桿或

5/00

脫粒之手動工具

7/00

脫粒設備

12/385 ‧‧附環形禾桿輸送表面者 [5]

7/02

‧附旋轉式工作部件者(打穀的滾

12/39 ‧‧附輥輪或滾筒形式之禾桿輸送

筒或凹面見 A01F 12/18)
7/04

‧‧軸與進料方向呈橫向者

7/06

‧‧軸與進料方向一致者

7/70

‧使用連枷者[2010.01]

9/00

(轉見 A01F 7/07)

11/00 特別適用於特玉蜀黍之脫粒機

類似裝置

器者 [5]
12/395 ‧‧具有內部工作面之圓錐或圓柱
形禾桿分離器的 [5]
12/40 ‧禾桿粉碎或切斷之佈置
12/42 ‧除芒設備
12/44 ‧穀物清選機；穀物分離機
12/46 ‧機械式穀物輸送器

械；特別適用於比玉蜀黍更獨

12/48 ‧穀粒空氣吹送管道或吹送器

特的作物之脫粒機械

12/50 ‧裝袋裝置；計數或稱重裝置

11/02 ‧用於亞麻者
11/04 ‧用於三葉草或類似之種子，如苜
蓿者
11/06 ‧用於玉米者，如從穗軸上剝下籽
粒之機械
11/08 ‧用於棕櫚果者，如從莖桿上摘下
果實之機械

12/52 ‧將未脫淨之穀物送回脫粒部分之
裝置
12/54 ‧裝置塵埃收集與清除之準備工作
12/56 ‧脫粒部件之驅動機構
12/58 ‧控制裝置；制動器；軸承
12/60 ‧糧箱

禾桿、乾草或類似物的打捆

12/00 脫粒設備之部件或零件設備、
除了進料器或保護人類生命的

13/00 手動打捆設備

安全設備見 A01D 75/20，A01F
21/00 )

15/00 禾桿、乾草類之壓捆機[3]

12/10 ‧進料器

15/02 ‧有壓捆室者

A-15

A01F,G

15/04 ‧柱塞式壓捆機

25/10 ‧‧掩蔽物

15/06 ‧‧附雙作用柱塞者

25/12 ‧乾燥框架

15/07 ‧捲捆式撿拾壓捆機，即通過卷繞

25/13 ‧覆蓋物（25/14 優先） [3]

與擠壓形成圓柱形大捆之機器[5]

25/14 ‧儲藏專用容器[3]

15/08 ‧細部

25/16 ‧糧粖塔內之裝置

15/10 ‧‧作物材料之進料裝置 [3]

25/18 ‧‧裝載或分配裝置 [2]

15/12 ‧‧繩索之進料裝置

25/20 ‧‧卸載裝置 [2]

15/14 ‧‧壓捆機上專用之打捆裝置

25/22 ‧‧通風裝置 [2]

15/16 ‧‧分捆架
15/18 ‧‧環形帶，滾子等

29/00 切碎乾草、禾桿或類似之物的
切碎專用裝置（與收割作物的切
碎裝置聯合的割草機見

脫粒機或壓捆機的附件

A01D43/08 ） [3]

17/00 脫粒機械或壓捆機械之禾桿輸
送裝置
17/02 ‧機械輸送裝置
17/04 ‧氣流輸送裝置

19/00 使脫粒機械或壓捆機械能平穩
安放於地面之裝置，如用於彌

29/01 ‧專用於安裝於拖拉機上或由拖拉
機牽引者，例如田間切碎收穫機
[7]
29/02 ‧附有旋轉刀，刀刃平面垂直於其
旋轉軸者 [3]
29/04 ‧‧其進料方向橫貫於軸的 [3]
29/06 ‧附有旋轉刀，其刀刃安裝於圓筒

補地面不平之裝置
21/00 人之脫粒機或壓捆機的安全裝
置（用於聯合收割機者見
A01D75/20；脫粒的進料設備見

A01F 12/16）

表面，如螺旋式者 [3]
29/08 ‧附有作往復運動之刀 [3]
29/09 ‧細部
29/10 ‧進料裝置 [3]
29/12 ‧卸料裝置（附有鼓風機之牧草或
乾草類大田作物裝載機見
A01D87/10；） [3]

25/00 農業或園藝產品之儲藏；收獲
水果之懸掛（蔬菜或水果之保存

29/14 ‧驅動裝置 [3]

見 A23B7/00；水果之催熟見

29/16 ‧安全裝置，如緊急剎車設施 [3]

A23N 15/06；於倉庫內對煙草進行

29/18 ‧‧人之安全裝置 [3]

預處理之設備見 A24B1/02；啤酒

29/20

花之包裝或儲藏見 C12C3/04）[3]

29/22 ‧‧磨刀裝置之布置 [3]

(轉見 A01F 29/09)

25/02 ‧堆積或窖 [1,2006.01]
25/04 ‧草堆，禾堆或類似作物堆
25/08 ‧‧通風裝置

A01G 園藝；蔬菜、花卉、稻、果樹、葡萄、啤酒花或海菜之栽培；林業；
澆水（水果、蔬菜、啤酒花等類作物之採摘見 A01D46/00；繁殖單細胞藻
類植物見 C12N1/12）

次類索引

A-16

A01G

一般栽培 ......................... 2/00,3/00,7/00 9/00,
17/00,20/00,22/00,24/00
無土栽培 ................................................ 31/00

植物保護 ............................ 11/00,13/00,15/00

海菜之栽培 ............................................ 33/00

澆水 .................................... 25/00,27/00,29/00

1/00

花卉之採摘或處理，水果處理 ...... 3/00,5/00
林業 ........................................................ 23/00

花用之框架或夾座

(轉見 2/00 - 2/20、9/033、20/00 5/06

‧保存花卉之裝置 [1,2006.01]

22/67、24/00 - 24/60)

7/00

一般植物學[1,2006.01]

1/02

(轉見 22/10)

7/02

‧用二氧化碳處理植物 [1,2006.01]

1/04

(轉見 18/00 - 18/80)

7/04

‧用電或磁處理植物促進其生長

1/06

(轉見 2/30 - 2/38)

7/06

‧對生長中樹木或植物之處理，如

1/08

(轉見 9/28)

防止木材腐爛、花卉或木材之著

1/12

(轉見 20/00 - 20/47)

色、延長植物之生命

2/00

營養繁殖 (以組織培養技術的植

22/05、22/15 - 22/20、22/25 -

9/00

栽植用的容器、促成溫床或溫

物繁殖見 A01H 4/00 ) [2018.01]

室（菇蕈類用見 18/00；無土栽

2/10

‧扦插用具 [2018.01]

培見 31/00）；栽植床、草坪或

2/20

‧壓條 [2018.01]

2/30
2/32

‧ 嫁 接 ( 嫁 接 蠟 見 A01N 3/04 )
[2018.01]
‧‧所用的自動設備 [2018.01]

類似物的整邊
[1,2006.01,2018.01]

2/35

‧‧切割；插入 [2018.01]

盆用之容器見 A47G 7/00）；栽

2/38

‧‧固持；接合 [2018.01]

3/00

園藝專用之切割工具；立木打

培 花 卉 用 之 玻 璃 器 皿
[1,2006.01,2018.01]
9/029 ‧‧育苗容器 (塊狀生長基質見
24/44)[2018.01]
9/033 ‧‧用於草皮、草坪或類似物的平

枝（林業用打枝機見 23/095）
3/02

[1,5,2006.01]
‧修整剪；花卉或果樹之修整剪

9/02

‧容器，如花盆或花箱（自動澆水
裝置見 27/00；懸掛花籃、裝花

3/033 ‧‧有馬達驅動的刀片 [6]

9/04

面容器，如：用於覆蓋屋頂
[2018.01]
‧花盆之墊碟

3/037 ‧‧‧驅動方式為電動馬達者 [6]

9/06

‧清理花盆之裝置

9/08

‧裝填花盆之裝置；將花栽入盆內

3/025 ‧‧有伸長的或延長的手柄 [6]

3/04

‧修剪緣籬之設備，例如緣籬修整
剪 [6]

之裝置

3/047 ‧‧可攜帶式 [6]

9/10

（轉見 9/029、24/44、24/60）

3/053 ‧‧‧馬達驅動者 [6]

9/12

‧植物之支架；草莓類或類似物之

3/06
3/08

‧手持式草坪修整機或修整剪
[1,2006.01]
‧其他修剪、整枝或立木打枝之工
具[2,5]

5/00

花卉處理

5/02

‧花束或花環之捆扎設備

5/04

‧製作花環用之座架或類似物；插

棚架（樹木用支柱、葡萄棚架見
17/14）
9/14

‧溫室（玻璃罩見 13/04）

9/16

‧‧可拆卸或可移動溫室

9/18

‧用二氧化碳或類似氣體處理植物
所用之溫室

9/20

‧促成溫床；燈光
A-17

A01G

9/22

‧溫室等用之遮罩或擋板或類似物

18/10 ‧菌根；與菌根共生 [2018.01]

9/24

‧溫室、促成溫床或類似物等用之

18/20 ‧栽培介質，如：堆肥 [2018.01]
18/22 ‧‧用於製備栽培介質的裝置，

9/26

加熱、通風、調溫或澆水裝置
[1,2006.01]
‧‧電力裝置

9/28

‧高架床、栽植床、草坪或類似物

消毒滅菌裝置 [2018.01]

之床架整邊元件，如：瓷磚
[2018.01]

11/00 土壤蒸汽消毒 [1,2006.01]
13/00 植物保護（消滅害蟲或有害動物
之設施見 A01M；為此目的而使用
之化學物品，保護性物質之成份，
如嫁接蠟見 A01N）
13/02 ‧植物之保護性覆蓋物；舖設覆蓋
物之裝置
13/04 ‧‧玻璃罩

如：裝瓶設備 [2018.01]
18/30 ‧菌種接種前所使用的配備，如：
18/40 ‧菌種培養 [2018.01]
18/50 ‧菌種接種 [2018.01]
18/55 ‧‧形成接種孔 [2018.01]
18/60 ‧栽培室；其相關設備 [2018.01]
18/61 ‧‧子實體生長導引，如：紙捲
[2018.01]
18/62 ‧‧棚架；盤 [2018.01]
18/64 ‧ ‧ 栽 培 容 器 ； 其 所 用 的 蓋
[2018.01]
18/65 ‧‧‧以蓋子為特徵，如：具過濾
器的蓋子 [2018.01]

13/06 ‧於花園、果園或樹林內產生熱、

18/66 ‧‧‧栽培袋 [2018.01]

煙或霧之裝置，如防止霜害之裝

18/68 ‧‧‧栽培瓶 [2018.01]

置 [1,2006.01]
13/10 ‧防止動物、鳥類或其他有害動物

18/69 ‧‧環境管理的設備，如：灑水器
[2018.01]
18/70 ‧收穫 [2018.01]

之裝置（驚嚇或驅退裝置見

18/80 ‧收穫後使用的輔助設備，如：刮

13/08 ‧空氣循環之機械設備

A01M 29/00） [1,2,2006.01]

15/00 影響天氣條件之裝置或方法
[1,2006.01]

16/00 （轉見 22/22）
17/00 啤酒花、葡萄、果樹或類似樹
木之栽培
17/02 ‧啤酒花或葡萄之栽培
17/04 ‧啤酒花、葡萄或樹木之支架
17/06 ‧‧棚架
17/08 ‧‧‧使啤酒花、葡萄藤或枝條攀
附於棚架上之工具；捆扎
裝置

具 [2018.01]

20/00 草皮、草坪或類似物之栽植；
設備或其方法（手持式草坪邊
緣修整機或剪刀見 3/06；草坪
整邊見 9/28；草坪割草機見
A01D 34/00） [2018.01]
20/10 ‧預先培養草皮或草坪；其所用設
備 [2018.01]
20/12 ‧‧切割草皮或草坪；其所用設備
[2018.01]
20/15 ‧‧‧特別適用於堆疊草皮或草皮
捲 [2018.01]

17/12 ‧‧捆樹帶

20/18 ‧ ‧ 鋪 設 草 皮 或 草 坪 的 設 備
[2018.01]
20/20 ‧墊子上栽培 [2018.01]

17/14 ‧‧支柱；支架

20/30 ‧草坪或草表面的處理設備（草坪

17/10 ‧‧枝條之支架

17/16 ‧‧‧釘入或拔出支柱之裝置

通風機見 A01B 45/02） [2018.01]

17/18 ‧填補樹木創傷之工具

20/35 ‧‧花園滾筒 [2018.01]

18/00 菇蕈類栽培 [2018.01]

20/40 ‧ 草 坪 或 草 表 面 的 清 理 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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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於 採 伐 樹 木 （ 23/081 ，

[2018.01]
20/43 ‧‧用於清理、收集或分解草坪碎
片 [2018.01]
20/47 ‧ ‧ ‧ 真 空 吸 塵 或 鼓 風 裝 置
[2018.01]

22/00 未歸類的特殊作物或植物栽培
[2018.01]

23/083，23/093 優先） [5]
23/089 ‧‧‧‧具有兩個或更多之剪刀
[5]
23/09 ‧‧‧‧敲打型者 [5]
23/091 ‧‧‧鋸木裝置，尤其適用於採伐
樹木（23/081、23/083、
23/093 優先） [5]

22/05 ‧果菜類，如：草莓、番茄或胡瓜
[2018.01]
22/10 ‧蘆筍 [2018.01]

23/093 ‧‧‧尤其適用於採伐樹木之切

22/15 ‧葉菜類，如萵苣或菠菜
[2018.01]
22/20 ‧穀物類 [2018.01]

23/095 ‧‧打枝機（23/083 優先
[5,2006.01]
23/097 ‧‧‧具有一個固定的打枝頭 [5]

22/22 ‧‧稻米 [2018.01]

23/099 ‧‧輔助裝置，例如採伐楔 [5]

22/25 ‧根菜類，如：馬鈴薯、山藥、甜

23/10 ‧樹汁之割採，如生橡膠，樹膠之

菜或芥末 [2018.01]

割，鋸或碾磨聯合裝置 [5]

割採

22/30 ‧苔蘚類 [2018.01]

23/12 ‧‧割採樹汁用之刀或斧

22/35 ‧鱗莖類；蔥屬，如：洋蔥或韭菜
[2018.01]
22/40 ‧豆科，如：豆類或豌豆 [2018.01]

23/14 ‧‧割採用流槽；盛樹汁容器

22/45 ‧煙草 [2018.01]
22/50 ‧棉花 [2018.01]
22/55 ‧甘蔗 [2018.01]
22/60 ‧花；觀賞植物 [2018.01]
22/63 ‧‧蘭花 [2018.01]
22/67 ‧‧矮樹，如：盆栽 [2018.01]

24/00 生長介質；培養基；及其所用
的設備或方法(菇蕈類見 18/20)
[2018.01]
24/10 ‧基於或含有無機材料 [2018.01]
24/12 ‧‧含有土壤礦物質 [2018.01]
24/13 ‧‧‧沸石 [2018.01]
24/15 ‧‧‧煅燒岩石，如：珍珠岩，蛭
石或粘土聚集團 [2018.01]

23/00 林業

24/17 ‧‧含礦渣 [2018.01]

23/02 ‧樹木之移栽、挖出、採伐或打枝

24/18 ‧‧含有無機纖維，如：礦物棉
[2018.01]
24/20 ‧ 基 於 或 含 有 天 然 有 機 材 料
[2018.01]
24/22 ‧‧含有植物材料[2018.01]

（立木打枝見 3/00） [5]
23/04 ‧‧移栽樹木；抓住根團之裝置，
如樹根鉗，用於運送樹木之
捲包或包裝
23/06 ‧‧挖出或拔出樹木，拔出或清除
樹樁 [5]
23/08 ‧‧採伐樹木 [1,2006.01]
23/081 ‧‧‧採伐一打捆機，即由採伐頭
打捆（23/083 優先） [5]
23/083 ‧‧‧伐木一打枝機 [5]
23/085 ‧‧‧‧切割頭安裝於第一吊桿
上，打枝頭安裝於第二
吊桿上 [5]
23/087 ‧‧‧切割或類似的裝置，尤其適

24/23 ‧‧‧木材，如：木片或鋸木屑
[2018.01]
24/25 ‧‧‧乾果皮或果殼，如：榖糠麩
皮或椰殼纖維 [2018.01]
24/27 ‧‧‧紙漿，如：甘蔗渣 [2018.01]
24/28 ‧‧含泥炭、苔蘚或水蘚 [2018.01]
24/30 ‧ 基 於 或 含 有 合 成 有 機 化 合 物
[2018.01]
24/35 ‧‧含有吸水性聚合物 [2018.01]
24/40 ‧以其結構為特徵 [2018.01]
24/42 ‧‧粒狀或聚集結構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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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 ‧‧以塊狀、墊板狀或片狀形式

為全部包圍或直接位於生長基質

[2018.01]
24/46 ‧‧‧多層結構 [2018.01]

旁（27/06 優先） [6]

24/48 ‧ ‧ 含 有 泡 沫 或 呈 現 泡 沫 結 構
[2018.01]
24/50 ‧具可撓性包裝材料 [2018.01]

27/04 ‧使用蕊帶或其類似物 [6]
27/06 ‧‧具有一個儲水器者，其主要部
分為全部包圍或直接位於生
長基質旁 [6]

24/60 ‧用於製備生長介質或培養基的設
備 （ 用 於 菇 蕈 類 見 18/22 ）
[2018.01]

25/00 花園、田地、運動場等之澆水

29/00 根部施肥器；將肥料注入根部
之裝置
31/00 無土栽培，如：水耕栽培（其

（施液肥之專用設備或裝置見

所用之生長介質見 24/00；海菜

A01C23/00；噴嘴或排水管、噴灑

類栽培見 33/00）
[1,2,2006.01,2018.01]

設備見 B05B ）[1,2006.01]
25/02 ‧使用有孔管道或附噴頭管道安裝

31/02 ‧其專門設備（自動澆水裝置見

於地上之澆水裝置，例如用於滴
灌者[1,4,2006.01]
25/06 ‧使用有孔管道安裝於地下之澆水
裝置 [1,2006.01]
25/09 ‧使用裝入輪子等活動設備上之澆
水裝置
25/14 ‧手動澆水裝置，如澆水壺

27/00）[1,2006.01]
31/04 ‧‧於輸送帶上水培[6]
31/06 ‧‧於支架上或層式容器中 水培
[6]

33/00 海菜之栽培 [2]
33/02 ‧紫菜的 [2]

25/16 ‧澆水之控制裝置[2,2006.01]

27/00 自動澆水裝置，例如用於花盆者
27/02 ‧具有一個儲水器者，其主要部分

A01H 新植物或獲得新植物之方法；藉由組織培養技術之植物再生 [5]
附註 [2018.01]
本次類涵蓋與新植物相關所有方面，包括抗病性、耐寒性和生長速度。
本次類中的被子植物，即開花植物，根據其植物分類學被歸為 6/00 和
根據其顯露的植物部位被歸為 5/00。

次類索引
方法 .................................................. 1/00,3/00

開花植物；裸子植物......... 5/00；6/00；7/00

再生 .......................................................... 4/00

其他產品 ................................... 9/00 至 17/00

方法
1/00 改良基因型過程（4/00 優先） [5]
1/02
A-20

‧雜交之方法或設備；人工授粉

1/04

‧選擇之方法

1/06

‧產生突變之過程，如用化學物質
或用輻射方法處理（藉由植物細
胞或組織之基因工程之特定突變

A01H,J

見 C12N15/00） [5]
1/08

‧‧使染色體數目發生改變之方法
或設備

3/00

改良表現型之過程（4/00 優先）

3/02

[5]
‧藉由控制光照時間、波長、強度
或光照周期

仙人掌 [2018.01]
6/26

‧桔梗科 [2018.01]

6/28

‧大麻科，如：大麻 [2018.01]

6/30

‧石竹科 [2018.01]

6/32

‧景天科 [2018.01]

6/34

‧葫蘆科，如：苦瓜、胡瓜或西瓜
[2018.01]
‧杜鵑花科，如：杜鵑花、蔓越莓

6/36

3/04

‧藉由化學藥品處理

4/00

利用組織培養技術之植物再生

6/38

‧大戟科，如：聖誕紅 [2018.01]

[5]

6/40

‧龍膽科，如：紫芳草 [2018.01]

6/42

‧牻牛兒苗科，如：天竺葵
[2018.01]
‧苦苣苔科，如：非洲紫羅蘭
[2018.01]
‧禾本科，如：黑麥草、稻米、小

產品
5/00

被子植物，即開花植物，依其
植物部位為特徵；被子植物，

或藍莓 [2018.01]

6/44
6/46

依其植物分類學以外的特徵
[1,2006.01,2018.01]

6/48

‧繡球花科、如：繡球花 [2018.01]

5/02

‧花 [1,2006.01,2018.01]

6/50

‧唇形科，如：薰衣草、薄荷或奇

5/04

‧莖 [1,2006.01,2018.01]

5/06

‧根 [1,2006.01,2018.01]

6/52

‧樟科，如：酪梨 [2018.01]

5/08

‧果實 [1,2006.01,2018.01]

6/54

5/10

‧種籽 [1,2006.01,2018.01]

5/12

‧葉子 [1,2006.01,2018.01]

‧豆科，如：大豆、苜蓿或花生
[2018.01]
‧百合科，如：百合水仙屬或百合

6/00

被子植物，即開花植物，以其
植物分類學為特徵 [2018.01]

6/02
6/04

‧莧科或藜科，如：甜菜或菠菜
[2018.01]
‧石蒜科，如：洋蔥 [2018.01]

6/08

‧繖形花科，如：芹菜或胡蘿蔔
[2018.01]
‧夾竹桃科，如：長春花 [2018.01]

6/10

‧天南星科，如：海芋 [2018.01]

6/12

‧天門冬科，如：玉簪 [2018.01]

6/14

‧菊科，如：紅花、向日葵、朝鮮

6/06

薊或萵苣 [2018.01]

6/18

‧鳳仙花科，如：鳳仙花屬
[2018.01]
‧秋海棠科，如：秋海棠 [2018.01]

6/20

‧十字花科，如：油菜、青花菜或

6/16

芝麻菜 [2018.01]
6/22

‧鳳梨科 [2018.01]

6/24

‧仙人掌科，如：仙人掌或復活節

麥或玉米 [2018.01]

亞鼠尾草 [2018.01]

6/56

屬 [2018.01]
6/58

‧亞麻科，如：亞麻 [2018.01]

6/60
6/62

‧錦葵科，如：棉花或木槿屬
[2018.01]
‧蘭科[蘭花科] [2018.01]

6/64

‧罌粟科，如：罌粟 [2018.01]

6/66

‧胡麻科，如：芝麻 [2018.01]

6/68
6/70

‧車前草科，如：金魚草屬
[2018.01]
‧花荵科，如：福祿考 [2018.01]

6/72

‧毛茛科，如：鐵線蓮 [2018.01]

6/74

‧薔薇科，如：草莓、蘋果、杏

6/76

仁、梨、玫瑰、黑莓或覆盆子
[2018.01]
‧茜草科，如：繁星花 [2018.01]

6/80

‧芸香科，如：檸檬或萊姆
[2018.01]
‧虎耳草科，如：礬根屬 [2018.01]

6/82

‧茄科，如：胡椒、菸草、馬鈴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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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番茄或茄子 [2018.01]
6/84

‧蕁麻科，如：苧麻 [2018.01]

6/86

‧馬鞭草科，如：馬鞭草屬
[2018.01]
‧葡萄科，如：葡萄屬[葡萄]
[2018.01]

6/88

7/00

裸子作物，如針葉樹

9/00

蕨類植物，如蕨、石松、木麻黃

A01J

11/00 苔蘚植物，如蘚、歐龍芽草
13/00 藻類（單細胞藻類見 C12N1/12）
15/00 真菌；地衣（菌類微生物見
C12N1/14）

17/00 包括一種或多種新植物之共生
或寄生組合，如菌根（地衣見
15/00）

乳製品之加工（化學物質見次類 A23C）

次類索引
擠奶 ............................................. 1/00 至 9/00

代用品之揉合或成型.............. 17/00 至 23/00

奶或奶油之處理........................... 11/00,13/00

奶酪製作 ...................................... 25/00,27/00

黃油之加工............................................. 15/00

在本次類的其他目中不包含的主題
................................................................ 99/00

黃油、人造黃油或黃油

擠奶
1/00

用手擠奶之裝置或輔助設備
（擠奶凳見 A47C9/04）

3/00

用導管擠奶

5/00

擠奶機械或設備（1/00，3/00 優
先）[1,2006.01]

7/00

擠奶機械或設備之附件
[1,5,6,2006.01]

7/02

‧用於清洗或消毒擠奶機械或設備
[6,2006.01]
‧用於乳房或乳頭之處理者，例如

7/04

清洗 [6]

9/00

盛奶器 [1,2006.01]

9/02

‧附粗濾或濾清裝置者

5/003 ‧可移動的擠奶機 [6]

9/04

‧附冷卻設備者

5/007 ‧監控擠奶過程；擠奶機的控制或

9/06

‧附自關式閥門者

9/08

‧盛奶器之保持或支撐裝置

9/10

‧與擠奶凳相聯結之擠奶桶

調整 [6]
5/01

‧‧奶量計；奶流量感應設備 [6]

5/013 ‧現場直接從奶中檢測乳腺炎[6]
5/017 ‧元件的自動安裝或拆卸 [6]

奶或奶油之處理

5/02

‧機械按摩乳頭者

5/04

‧氣動按摩乳頭者

11/00 處理奶之設備（乳製品濃縮、蒸

5/06

‧‧單室型擠奶杯

發或乾燥見 A23C 1/00；奶或奶製

5/08

‧‧雙室型擠奶杯

品的保存見 A23C 3/00）

5/10

‧‧與擠奶杯分裝之脈動器

[1,2006.01]

5/12

‧‧‧附薄膜者

5/14

‧‧‧電磁控制者

於廚房熬煮器具內沸騰溢出見

5/16

‧‧附脈動裝置之擠奶杯

A47J27/56）[1,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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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防止或消除泡沫之設備（防止奶

A01J,K

11/04 ‧奶之充氣或脫泡裝置 [1,2006.01]

油代用品之揉合或成型

11/06 ‧奶粗濾或濾清器[1,2006.01]
11/10 ‧分離奶與奶油[1,2006.01]

17/00 黃油或類似物之揉製機
[1,2006.01]

11/12 ‧‧取出奶油之裝置

19/00 塊狀類黃油或類似物成形之手

11/08 ‧‧粗濾器或布濾清器之支架

11/14 ‧‧‧用使奶液面升起之方法
11/16 ‧奶之均質[1,2006.01]

13/00 處理奶油之容器

動工具
21/00 塊狀類黃油或類似物成形之機械
21/02 ‧附擠壓裝置與切割裝置者，附或

15/00 提製黃油
15/02 ‧附攪拌裝置之固定式攪乳器
15/04 ‧旋轉式或振蕩式攪乳器
15/06 ‧‧有可相對於攪乳器壁轉動之攪

不附包裝裝置者

23/00 大塊黃油等或類似物之分割裝置

奶酪製作

拌器者
15/08 ‧‧無可相對於攪乳器壁轉動之攪
拌器者
15/10 ‧除攪乳器以外之其他提製黃油的
裝置

25/00 奶酪製作（奶酪塗層見 27/02）
25/02 ‧奶酪盆
25/04 ‧‧清洗奶酪盆之裝置
25/06 ‧分離凝奶之裝置

15/12 ‧‧於連續流程中製作黃油之裝置

25/08 ‧從盆內取出奶酪之裝置

15/14 ‧附吹入空氣提製黃油裝置之攪乳

25/10 ‧從盆內取出乳清之裝置

器

25/11 ‧分離乳清凝乳；沖洗凝乳

15/16 ‧零部件；附件

25/12 ‧奶酪成形

15/18 ‧‧脫泡裝置

25/13 ‧‧所用模具

15/20 ‧‧結合旋轉計數器者；結合報警

25/15 ‧‧所用壓機

信號裝置者
15/22 ‧‧攪乳器之蓋或罩
15/24 ‧‧攪乳器之攪拌器
15/25 ‧‧從攪乳器或類似設備中取出黃
油之裝置[1,2006.01]
15/26 ‧分離、攪拌與揉製聯合裝置
15/28 ‧驅動機構

25/16 ‧奶酪催熟過程中之處理裝置

27/00 奶酪製成後之處理；奶酪塗層
27/02 ‧ 奶 酪 塗 層 ， 如 塗 以 石 蠟
[1,2006.01]
27/04 ‧奶酪之磨粉或重製

99/00 在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
主題[8]

黃油之揉合或成型；人造黃油或黃

A01K 畜牧業；養禽業：養蜂業; 養魚業；捕魚；飼養或養殖其他類不包括
之動物；動物之新品種
附註
本次類包括：
— 所有動物之管理、培養或飼養設備，以及獲取其產品所用之設備，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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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不包括其他類內已包括之各項，如擠奶見 A01J；動物釘蹄鐵見
A01L，獸醫設備見 A61D；與挽具配合之裝置見 B68B；
— 動物或新動物品種之養殖方法。 [5]

次類索引
一般畜牧業，主要指養牛業

蜂箱、飼餵或飲水裝置 .................47/00,53/00

房舍、飼餵飲水裝置.................... 1/00 至 9/00

其他設備.......... 49/00,51/00,55/00,57/00,59/00

......... 15/00；25/00；27/00

養魚業 .......................................... 61/00,63/00

標記；刷拭裝置.......................... 11/00；13/00

其他飼養或繁殖，新品種..................... 67/00

取羊毛 ......................................................14/00

用網捕魚 ................................. 69/00 至 75/00

其他設備 ......................... 17/00 至 23/00,29/00

釣魚

養禽業；蛋

魚竿；繞線輪..............................87/00；89/00

房舍、飼餵或飲水裝置 ..............31/00；39/00
標記 ..........................................................35/00
其他設備 ......... 33/00,37/00,41/00,43/00,45/00

養蜂業

線；魚線上之附件

91/00；83/00；
85/00,93/00,95/00
附件 ..........................................................97/00

其他捕魚方法 ..... 69/00,77/00 至 81/00,99/00

5/01

一般畜牧業，主要指養牛業
1/00

動物之房舍；所用設備

1/01

‧糞尿之清除（1/015 優先） [2]

1/015 ‧地板覆蓋物，如墊板 [2]

‧飼槽；飼桶 [2]

5/015 ‧舐鹽盒 [2]
5/02

‧自動裝置

7/00

家畜或獵獸之飲水裝置

7/02

‧自動裝置

1/02

‧豬圈；狗窩；兔箱等

7/04

‧‧由浮子控制者 [2]

1/03

‧‧家畜或實驗用動物之房舍 [2]

7/06

‧‧由動物控制者 [2]

9/00

幼畜哺乳設備

1/035 ‧‧飼養家畜用之裝置，如房舍內
之裝置或狗舖 [2]
1/04

‧繫繩用樁或類似裝置

11/00 動物之標記（禽類或其他鳥類之
標記見 35/00）

1/06
環、頸部枷桿或拴繫鏈

13/00 動物之刷拭或管理裝置，如馬

1/062 ‧‧頸部枷桿 [2]

梳；距毛環；裝尾袋（作馬具之

1/064 ‧‧拴繫鏈 [2]

部件見 B68B5/04）
；防止咬飼槽

1/08

‧同時可放出若干隻動物之裝置

1/10

‧飼餵架

1/12

‧擠奶站[2]

3/00

放牧設備，如拴繫裝置；防止
牛走失之柵欄；通電圍欄（供給
電線柵欄之電路或裝置見 H05C）

5/00

家畜與獵獸之飼餵裝置（1/10 優
先；禽類或其他鳥類之飼餵裝置見
39/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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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裝置；清洗裝置；防避不利
氣候或昆蟲之裝置
14/00 自活羊或類似動物身上取下羊
毛或類似之毛（具有多個刀刃的
手持式推剪或替毛器，特別適用在
需剪毛的動物，如羊，見 B 26 B
19/24） [5]

15/00 動物馴服裝置，如鼻環；或拴

A01K

腿器；一般翻倒動物之裝置；
訓練或鍛練設備；交配箱
15/02 ‧ 馴 練 或 鍛 練 設 備 ， 如 迷 宮
（15/04 優先） [2]
15/04 ‧限制運動之裝置；阻擋越過柵欄
之裝置 [2]

17/00 去犄角器；犄角整形器
19/00 斷乳器
21/00 協助或防止交配之裝置

設備 [2]
39/01 ‧飼餵裝置（39/04 優先） [2]
39/012 ‧‧自動添料 [2]
39/014 ‧‧飼槽或飼料撒布裝置
[2,2006.01]
39/02 ‧飲水裝置（39/04 優先） [2]
39/022 ‧‧重量控制式供水裝置 [2]
39/024 ‧‧浮子控制式供水裝置 [2]
39/026 ‧‧與儲水池連通，使飲水保持恆
定水位的裝置 [2]
39/04 ‧飼餵與飲水聯合之裝置

23/00 糞尿袋

39/06 ‧育肥填食設備

25/00 口套

41/00 家禽孵化器

27/00 牽繩或頂圈，如狗用者
29/00 畜牧業用之其他設備

養禽業；蛋類之檢驗、清洗、打印

41/02 ‧加熱裝置
41/04 ‧孵化器濕度控制裝置
41/06 ‧孵化器之翻蛋裝置

43/00 蛋之檢驗、分級或清洗（檢查或
分析蛋類，如用照蛋法見

或分級

G01N33/08）[1,2006.01]

31/00 禽類之房舍[1,2006.01]

43/04 ‧蛋之分級

31/02 ‧門之裝置；自動式開門裝置

43/06 ‧‧按大小

31/04 ‧糞板；清除糞尿之裝置

43/08 ‧‧按重量

31/06 ‧籠

43/10 ‧‧分級與打印

31/07 ‧‧移動式籠（31/08 優先） [2]

45/00 養禽業之其他設備，如測定鳥

31/08 ‧‧折疊式籠

即將產卵與否之裝置

31/10 ‧門；活板門 [1,2006.01]
31/12 ‧棲木

養蜂業

31/14 ‧巢
31/16 ‧‧家禽之產卵巢；蛋之收集 [2]

47/00 蜂箱

31/17 ‧‧‧層架式卵雞籠組 [2]

47/02 ‧蜂巢框架之結構或布置

31/18 ‧雞籠或舍；孵房

47/04 ‧人造蜂巢

31/19 ‧‧孵房 [2]

47/06 ‧蜂箱之其他零部件，如通風裝

31/20 ‧‧加熱裝置

置、蜂箱入口、防護裝置、隔板

31/22 ‧家禽踏板

或脫蜂器

31/24 ‧鴿舍；鴿棚 [2]

33/00 巢卵

49/00 育蜂箱；蜂王轉移或插入籠
51/00 處理蜂箱或其部件之設備，如

35/00 禽類或其他鳥類之標記

清洗或消毒設備

37/00 約束鳥類裝置，如翅夾

53/00 蜜蜂之飼餵或飲水設備

39/00 家禽或其他鳥類之飼餵或飲水

55/00 蜜蜂之熏蒸器；養蜂者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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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如面網
57/00 提供、阻止或捕捉蜂群之設
備；雄蜂捕捉裝置

61/77 ‧‧單片式，例如：塊[2017.01]
61/78 ‧ ‧ 下 沉 或 繫 泊 的 設 備 配 置
[2017.01]
61/80 ‧送料裝置[2017.01]

59/00 收蜜

61/85 ‧‧用於水族館[2017.01]

59/02 ‧打開蜂巢之裝置

61/90 ‧水生動物的篩選、分級，計數或
標記，例如：性別決定[2017.01]

59/04 ‧濾蜜器
59/06 ‧提取蜂蠟之裝置

養魚業；水族槽；陸地動物培養場

61/95 ‧‧專門適用魚類[2017.01]

63/00 裝活魚之容器，如水族槽（保管
已捕獲之魚的活魚籠或其他容器見
97/20）
；陸地動物培養場 [5]

61/00 水生動物的培育（裝活魚的容
器，如：水族槽見 63/00）[1，
2006.01，2017.01]
61/02 (轉見 61/80 - 61/85)
61/10 ‧魚[2017.01]

63/02 ‧專門適用於運輸活魚之容器
63/04 ‧專門適用於活魚容器之水處理設
備 [3]
63/06 ‧裝於活魚容器內，或附屬於其上
之加熱或照明設備 [3]

61/13 ‧ ‧ 魚 類 疾 病 的 預 防 或 治 療
[2017.01]
61/17 ‧‧孵化，如：孵化器[2017.01]

63/10 ‧ 清 潔 池 塘 或 容 器 底 部 或 牆 壁
[2017.01]

61/20 ‧動物性浮游生物，例如：水蚤或

65/00 捕獲魚之串接裝置

輪蟲類[2017.01]
61/30 ‧海綿、海膽或海參[2017.01]

67/00 飼養或養殖其他類不包括之動
物；動物新品種[5]

61/40 ‧環節動物，例如：沙蠋(海蚯蚓)
或磯沙蠶屬 [2017.01]
61/50 ‧ 貝 類 （ 61/30 ， 61/40 優 先 ）
[2017.01]
61/51 ‧‧腹足類，例如：九孔或鐘螺
[2017.01]
61/53 ‧‧‧其所用的籃子[2017.01]

附註
於本目中下述詞之含意為：
—“養殖”係指將動物育成並
包括其出生或孵化。 [5]

61/54 ‧‧雙殼貝類(二枚貝類)，如：牡

67/02 ‧養殖脊椎動物 [5]

蠣或貽貝[2017.01]

67/027 ‧脊椎動物之新品種

61/55 ‧‧‧其所用的籃子[2017.01]

67/033 ‧飼養或養殖無脊椎動物，無脊椎

61/56 ‧‧‧珍珠生產[2017.01]
61/57 ‧‧‧‧珍珠種子[2017.01]

動物之新品種 [5]
67/04 ‧‧蠶 [5]

61/59 ‧‧甲殼類，如龍蝦或蝦[2017.01]
61/60 ‧浮床栽培裝置，如：筏或浮動魚

捕魚

場[2017.01]
61/65 ‧‧其連接或繫泊裝置[2017.01]

69/00 捕魚之定置漁具

61/70 ‧人造魚堤或魚礁[2017.01]

69/02 ‧不附捕集器之定置網

61/72 ‧‧由輪胎製成[2017.01]

69/04 ‧附捕集器之定置網

61/73 ‧‧由組件組裝成（61/72 優先）
[2017.01]
61/75 ‧‧浮動（61/72 優先）[2017.01]

69/06 ‧陷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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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8 ‧‧剛性陷阱網，例如龍蝦籠
69/10 ‧‧折疊式陷阱網

A01K

71/00 浮式捕魚網
73/00 拖曳捕魚網
73/02 ‧拖網
73/04 ‧‧撒網或定網用裝置，如操縱網
具 [2]
73/045 ‧‧‧用於橫轉向，如拖網網板
[2]
73/05 ‧‧‧用於垂直轉向者 [2]
73/053 ‧‧‧沉子網滾輪 [4]
73/06 ‧‧浮子網拖曳裝置
73/10 ‧‧捕獲量之測定，如由曳網之拉
力或拖曳力測出
73/12 ‧網在水中呈豎直狀態，如圍網

74/00 其他捕魚網具或類似捕魚魚具
[2]

75/00 捕魚漁網輔具；捕魚漁網零部
件，例如裝置 [4]
75/02 ‧漁網之發光裝置
75/04 ‧浮子 [4]
75/06 ‧沉子 [4]

物者 [2,5]
85/02 ‧附隱蔽或保護捕魚鈎之裝置，例
如防止與水草纏繞之裝置 [5]
85/08 ‧人造繩 [5]
85/10 ‧附至少一個扁平轉動體，其轉動
軸線基本上與該物體縱軸線不重
合 [5]
85/12 ‧包括繞其縱軸線轉動之物體，例
如擬餌釣鈎 [5]
85/14 ‧附扁平或大致扁平狀之波動體；
例如匙形擬餌 [5]
85/16 ‧附有除扁平或大致扁平外之其他
形狀的波動體，例如擬餌 [5]
85/18 ‧‧兩節或多節 [5]

87/00 捕魚釣竿
87/02 ‧釣竿各部分之聯結裝置
87/04 ‧釣竿上釣線之導向裝置
87/06 ‧將繞線輪固定於釣竿上之裝置
87/08 ‧手柄 [5]

89/00 捕魚繞線輪
89/01 ‧附拾線器，即於正常收線過程中

77/00 捕魚抄網；捕魚撈網

附有旋轉導向件與保持靜止之捲

79/00 69/00 至 77/00 各目內未包括之

線軸（89/027 優先） [2,5]

批量捕魚的方法與工具

89/012 ‧‧電動者 [2]

80/00 捕獲牡蠣、貽貝、海綿等 [3]

89/015 ‧附旋轉線盤者（89/033 優先）
[2,5]
89/0155‧‧抵消後座力之裝置 [5]

81/00 投射物捕魚（除魚叉外之武器投

89/016 ‧‧飛輪 [5]

79/02 ‧電捕魚

射器見 F41、F42）
81/04 ‧魚叉
81/06 ‧水下捕魚用之設備（游泳設備見
A63B31/00 至 35/00）

89/0165‧‧用於曳繩釣者 [5]
89/017 ‧‧電動者 [2]
89/02 ‧繞線輪之制動裝置
89/027 ‧‧附拾線器者 [5]
89/033 ‧‧附轉動之鼓輪者 [5]

釣魚

89/06 ‧可換向的繞線輪 [5]

83/00 魚鈎

89/08 ‧無桿釣魚設備，即手持式線輪
[5]

83/02 ‧張開魚鈎之裝置

91/00 捕魚釣線

83/04 ‧附有專用抓臂者

91/02 ‧投放釣線之裝置

83/06 ‧於魚鈎上放置餌料之裝置

91/03 ‧連接裝置（於魚線上固定或取下

85/00 捕魚人造餌料
85/01 ‧附發光、發聲、氣味散布或類似

沉子之裝置見 95/02） [5]
91/04 ‧‧釣線與魚鈎或誘餌之連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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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7 ‧‧釣線與釣線之連接 [5]
91/053 ‧‧釣魚用桁桿，即展開接鈎繩之
連接裝置，例如避免纏繞 [5]

機
97/04 ‧裝餌料之容器；餌料之裝備
97/05 ‧‧將活餌例如小魚或蝦暫存於水

91/06 ‧其他類目中不包括之釣線上的設
備，例如自動釣鈎[2,5]

中之容器 [5]
97/06 ‧魚鈎、魚線、沉子、假繩等物之

91/08 ‧‧曳繩釣裝置 [5]

容器或盛放盒 [5]

91/10 ‧‧用於自動釣鈎放釣者 [5]

97/08 ‧裝魚竿之容器

91/12 ‧蟲飾釣線 [5]

97/10 ‧魚竿之支架

91/14 ‧接鈎繩 [5]

97/11 ‧‧附自動釣住裝置者 [5]

91/16 ‧‧用於擬餌釣者 [5]

97/12 ‧信號裝置，如翻起裝置（91/06

91/18 ‧延繩釣之支繩，乾繩；其輔助用

優先） [2]

具，例如安釣餌之裝置、升降裝

97/14 ‧取魚用之彎齒魚叉

置或放線滾筒 [5]

97/16 ‧乾燥釣魚線之裝置

91/20 ‧釣線長度或深度之測量裝置 [5]

93/00 附有或不附有信號裝置之釣魚
浮子[4,5]
93/02 ‧附信號裝置者 [5]

97/18 ‧自魚上摘下魚鈎 [5]
97/20 ‧保管已捕獲之魚的活魚籠或其他
容器（97/05 優先） [5]
97/22 ‧專門適用於釣魚之台座或座箱，
例如當座位用之釣具箱 [5]

95/00 釣魚用之沉子 [4]

97/24 ‧自障礙物中脫出魚鈎之布置 [5]

95/02 ‧於釣線上固定或取下沉子之裝置
[5]

97/26 ‧假繩拴繫裝置 [5]

97/00 釣魚用之附件（補穫魚之串接裝

99/00 在 69/00 至 97/00 各目中不包括

97/28 ‧‧專門鉗 [5]

的用於捕魚的方法或設備[8]

置見 65/00；補魚抄網、捕魚撈網
見 77/00）
97/01 ‧冰上釣魚用者 [2]
97/02 ‧投放水中誘餌之裝置，例如投餌

A01L 動物釘蹄鐵
次類索引
蹄鐵 ............................... 1/00, 3/00, 5/00, 9/00

1/00

馬或其他單蹄獸用釘子固定之
蹄鐵（3/00 優先）

1/02

‧單件實心馬掌

1/04

‧多件實心掌

3/00

不用釘子而用其他方法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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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與附件 ............. 7/00, 11/00, 13/00, 15/00

3/02

‧單件馬掌

3/04

‧用折葉聯結之雙件或多件馬掌

3/06

‧使役畜能於沼澤類土地行走之蹄
鐵狀裝置

5/00

用彈性材料製成之馬掌

馬掌，用或不用釘子進行輔助

7/00

釘蹄鐵用之附件

加固者

7/02

‧馬掌之彈性墊層或墊底

A01 M

7/04

‧實心蹄鐵刺或掌釘

7/06

‧彈性蹄鐵刺或掌釘

7/08

‧馬掌之冰齒

7/10

‧馬掌釘

9/00

其他動物用之蹄鐵，如牛用者

11/00 蹄鐵工用之工具與設備
[1,2006.01]
13/00 動物釘蹄釘時用之圍欄
15/00 保護獸蹄用之設備或物質之使
用

A01M 動物之捕捉、誘捕或驚嚇（捕捉蜂群或雄蜂見 A01K 57/00；捕魚見 A01K
69/00 至 97/00；殺蟲劑、驅蟲劑或引誘劑見 A01N）；消滅有害動物或有

害植物之設備
附註
在本次類中，用語“殺滅”及“消滅”包括無脊椎動物之“非化學性不
育”。[7]

次類索引
噴霧器；燻蒸器；火焰噴射器

驚嚇裝置；狩獵設備 ................. 29/00, 31/00

............................. 7/00 至 11/00, 13/00, 15/00

消滅無用植物 ........................................ 21/00

捕殺昆蟲 ......................... 1/00 至 5/00, 17/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 99/00

捕殺非昆蟲類動物 .. 19/00,23/00,25/00,27/00

1/00

捕捉或殺滅昆蟲之固定式裝置

3/04

‧附黏性表面者

1/02

‧附引誘昆蟲裝置者

5/00

於田野、花園或森林內捕捉昆

1/04

‧‧用光照者

1/06

‧用吸入作用者

5/02

‧輕便設備

1/08

‧用光照及吸入聯合作用者

5/04

‧附摘除或刷除昆蟲工具之輪式機

1/10

‧誘捕器

1/12

‧‧自動復位者

5/06

‧‧附黏性表面者

1/14

‧用黏性表面捕捉者

5/08

‧‧附風扇者

1/16

‧‧黏蠅紙或條帶

1/18

‧‧樹木之黏著圈或塗層

7/00

用於本次類所列目的之液體噴

1/20

‧毒殺、麻醉或焚燒昆蟲

1/22

‧用電力工具者（其所用電路見
H05C）

蟲之活動設備

械

霧設備的專門配置或布置
9/00

用於本次類所列目的之粉劑噴
霧設備的專門配置或布置

1/24

‧結合建築物、門、窗等物布置者

3/00

非噴霧器或粉末撒布器一類之

粉劑組合噴霧設備的專門配置

手動捕捉或殺滅昆蟲之工具，

或布置

如捕蝶網
3/02

‧蠅拍

11/00 用於本次類所列目的之液體與

13/00 燻蒸器；散布氣體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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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本次類所列用途之專用火焰噴
射器
17/00 消滅土壤或糧食蟲害之設備
19/00 用熱水、蒸氣、熱空氣或電消
滅非昆蟲類有害動物之設備(其
電路見 H05C)

21/00 消滅無用植物，如雜草之設備
（控制公路或鐵路軌道上無用植物
見 E01H11/00）
21/02 ‧機械滅除器械
21/04 ‧用蒸氣、化學物質、焚燒或電力
滅除之設備

23/00 動物誘捕器

觸發 [3]
29/00 驚嚇或驅逐裝置，如驚鳥設備
[2011.01]
29/02 (轉見 A01M29/16，A01M29/18)
29/04 (轉見 A01M29/20)
29/06‧利用視覺手段，如稻草人，移
動物體，特殊形狀物體或類似模
式[2011.01]
29/08‧‧利用反射、色彩
具特定透明度或反射度之
膜[2011.01]
29/10‧‧利用光源，如雷射光或閃爍光線
[2011.01]
29/12‧利用具有氣味的物質，如芳香劑，
費洛蒙或化學藥劑[2011.01]

23/02 ‧收集式誘捕器

29/14‧利用熱效應[2011.01]

23/04 ‧‧附翻板者

29/16‧利用聲波[2011.01]

23/06 ‧‧‧附翻板鎖定機構者

29/18‧‧利用超音波訊號[2011.01]

23/08 ‧‧僅有進路者

29/20‧‧有產生周期性爆炸聲
[2011.01]
29/22‧利用震動(A01M29/16 優先)
[2011.01]
29/24‧利用電磁效應，如電擊，磁場或微

23/10 ‧‧附旋轉筒或翻轉柵門者
23/12 ‧‧將動物扔進收集室之裝置
23/14 ‧‧其他自動復位之誘捕器
23/16 ‧箱式誘捕器
23/18 ‧‧附樞軸式閉合板者
23/20 ‧‧附下落門或滑門者
23/22 ‧‧附下落蓋者

波[2011.01]
29/26‧‧專門適用於鳥類，如帶電的棍
子，繩或帶[2011.01]

23/24 ‧夾式彈簧誘捕器

29/28‧‧專門適用於昆蟲[2011.01]

23/26 ‧‧雙夾式或鉗式

29/30‧防止或阻礙通行，如以障礙物，

23/28 ‧‧‧夾式誘捕器之安裝裝置

釘，繩或水道為手段者[2011.01]

23/34 ‧‧附圈套者

29/32‧‧專門適用於鳥類，如釘子
[2011.01]
29/34‧‧專門適用於昆蟲[2011.01]

23/36 ‧‧附刺穿野獸之裝置者

31/00 狩獵設備

23/38 ‧電力誘捕器

31/02 ‧射擊架

25/00 對動物撒布毒藥之裝置（27/00

31/04 ‧驅嚇鳥獸之裝置

23/30 ‧‧彈回式誘捕器
23/32 ‧‧拍網式誘捕器

優先；對昆蟲者見 1/02） [3]

27/00 殺傷動物之具有射彈或投殺器
械之裝置，如用刺穿、射擊及

31/06 ‧引誘物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8]

A01N 人體、動植物體或其局部之保存(食物或食品之保存見 A23)；殺生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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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作為消毒劑，作為農藥，或作為除草劑（醫學，牙科或梳妝用之製
劑以殺害或防止有害生物的生長或增殖見 A61K）；害蟲驅避劑或引誘

劑；植物生長調節劑（殺蟲劑與肥料之混合劑見 C05G）
附註[3,7,2006.01]
本次類包括[3]：
— 組合物，物理形態，特殊材料之應用或單一化合物或組合物之使用
方法 [7]
— 用於無脊椎動物，如昆蟲的有性不育的化學不育劑，而用於其他目
的的性不育劑由次類 A61K 所涵蓋。[7]
本次類不包括僅藉由供給養分，即通常為生長所需的植物養料影響植物
生長之物質或用以防止或治療植物中礦物缺乏病之物質，如添加鐵螫合
物以治療植物缺綠病，此類物質見 C05。 [3]
本次類使用以下用詞表示含義：
— “植物生長調節劑”係指該等藉由化學作用改良植物之新陳代謝以
改變植物性質之物質，如生長素。 [3]
化合物或製劑的殺生、害蟲驅避、害蟲引誘或植物生長調節活性還分入
次類 A01P。[8]

次類索引
人類或動物之屍體或

含有機化合物 ................ 27/00 至 57/00, 61/00

植物體之保存 ................................. 1/00, 3/00

含無機化合物 .......................................... 59/00

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

含有微生物、酶、動物

植物生長調節劑

或植物之提取物 ........................... 63/00, 65/00

其物理形態或使用方法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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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信息的組合物的任何組成

人或動、植物體或其局部之保存
1/00

人或動物體或其局部之保存

1/02

‧活體部分之保存

3/00

植物或其局部之保存，如抑制
蒸發、改進葉子之外表（收獲水
果或蔬菜之保存或化學催熟見
A23B7/00）
；接蠟

3/02

‧剪切下花枝之化學保鮮（設備見
A01G5/06）

3/04

‧接蠟

部 分 ， 也 可 以 分 入 27/00 至
65/00 各目的最後適當位置。
這種情形可以是，例如，當認
為使用分類號的組合能夠有利
於檢索組合物的時候。這種非
強制分類應作為 “附加訊息”
給出。[8]
⑹ 若一種化合物說明係以互變形
式存在；則將其作為於該系統
內最後一個分類之形式存在 [3]
⑺ 根據其分子式可變換之特有部

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植

分由不同的主目所包括之化合

物生長調節劑 [3]

物，被分類入每一有關的主目
內 [3]

附註

⑻ 兩種或兩種以上之有機化合物
⑴ 注意 C 部標題後化學元素族之
定義 [3]
⑵ 於 27/00 至 65/00 目內，適用
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
如無相反指示，則一項發明分
類入有效成分之最後適當位置
[3]

子之化合物分類，亦以提供其
他離子之化合物分類 [3]
⑼ 一種有機化合物之鹽類或金屬
螫合物以該化合物分類 [3]
⑽ 於本次類中，食品不視為有效
成分 [3]

⑶ 將組合物，即兩種或多種活性

⑾ 不同物料依次於不同時間內使

成分的混合物請依據末位規則

用，被認為係所用使用物料之

放入包含至少一種這些活性成

混合物 [3]

分的 27/00 至 65/00 各目的最
後位置。[8]
⑷ 根據附註⑶未進行分類的，而
其本身確定是具有新穎性和非

⑿ 有增效作用或增強作用之組合
物，將增效劑或增強劑作為有
效成分，予以分類 [3]
⒀ 在 25/00 至 65/00 目內，符號

顯而易見性的組合物的任何組

X 代表氮、氧、硫或一個鹵

成部分，也請依據末位規則放

素；Y 代表氮、氧或硫，原子

入 27/00 至 65/00 各目的最後

之間的虛線表示一個任意鍵，

位置。該組成部分可以是單一

如…表示一個或兩個單鍵或一

成分，或者其本身也可以是組

個雙鍵 [3]

合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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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形成之鹽，以提供主要離

25/00 以其形態，以其非有效成分，

⑸ 根 據 附 註 ⑶ 或 ⑷ 未 進行 分 類

或以其使用方法為特徵之殺生

的，而被認為代表了對檢索有

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

A01N

植物生長調節劑（殺真菌紙、殺
菌紙、殺蟲紙、消毒或防腐紙見
D21H）；用以減低有效成分對害

蟲以外的生物體有害影響的物
質 [3]
25/02 ‧含有液體為載體、稀釋劑或溶劑
[3]
25/04 ‧‧分散體或膠凝體（泡沫體見
25/16） [3]
25/06 ‧‧‧氣霧劑 [3]
25/08 ‧含有固體作為載體或稀釋劑 [3]
25/10 ‧‧高分子化合物 [3]
25/12 ‧粉劑或顆粒劑（25/26 優先） [3]
25/14 ‧‧可濕性 [3]
25/16 ‧泡沫體 [3]
25/18 ‧以延遲或持續釋放散發蒸氣或煙
霧的組合物[3]

29/10 ‧鹵素連於一個芳系統之一個脂族
側鏈 [3]
29/12 ‧‧1,1-二-或 1,1,1-三-鹵-2-芳基乙烷或-乙烯或其洐生物，如
DDT [3]

31/00 含有機氧或有機硫化合物之殺
生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
物生長調節劑 [3]
31/02 ‧無環化合物 [3]
31/04 ‧氧或硫連於一個碳環環狀系統之
一個脂族側鏈上 [3]
31/06 ‧氧或硫直接連於一個環脂環狀系
統 [3]
31/08 ‧氧或硫直接連於一個芳環系統
[3]
31/10 ‧‧五氯苯酚 [3]
31/12 ‧‧雙氯苯酚 [3]

25/20 ‧可燃的或產生熱的組合物 [3]

31/14 ‧‧醚 [3]

25/22 ‧含有穩定有效成分之成分 [3]

31/16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氧或硫原

25/24 ‧含有提高有效成分黏性之成分
[3]
25/26 ‧以塗敷顆粒之形態 [3]
25/28 ‧‧微膠囊 [3]

子直接連於同一個芳環系統
上 [3]

33/00 含有機氮化合物之殺生劑、害

25/30 ‧以表面活性劑為特徵者 [3]

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

25/32 ‧減少有效物質對害蟲外的生物體

調節劑 [3]

的有害影響之成分，如減毒組合

33/02 ‧胺；季銨化合物 [3]

物、自毀組合物毒性 [3]

33/04 ‧‧氮直接連於脂族或環脂族碳原

25/34 ‧成形之形狀，例如本主目內任何
他各目未包括的薄片狀 [3]

27/00 含烴的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
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3]
29/00 含鹵化烴之殺生劑、害蟲驅避
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節
劑 [3]
29/02 ‧無環化合物或含有於一環脂環系
統之脂族側鏈上連接有鹵素的化
合物 [3]
29/04 ‧鹵素直接連於一個碳環環狀系統
[3]
29/06 ‧‧六氯環已烷 [3]
29/08 ‧‧鹵素直接於一個多環系統 [3]

子上 [3]
33/06 ‧‧氮直接連於一個芳環系統上
[3]
33/08 ‧‧含有氧或硫 [3]
33/10 ‧‧‧至少有一個直接連於一個芳
環系統上之氧或硫原子 [3]
33/12 ‧‧季胺化合物 [3]
33/14 ‧含有氮鹵鍵 [3]
33/16 ‧含有氮氧鍵 [3]
33/18 ‧‧硝基化合物 [3]
33/20 ‧‧‧含有氧或硫連接於含硝基基
團之碳架上 [3]
33/22 ‧‧‧‧至少有一個氧或硫原子與
至少一個硝基基團直接
連於同一芳環系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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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4 ‧‧僅有一個氧原子連於氮原子上
[3]
33/26 ‧含有氮氮鍵，如疊氮化物、重氮
氨基化物、重氮化合物、肼之衍
生物 [3]

35/00 含有機化合物之殺生蟲劑、害
蟲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
調節劑，該有機化合物含有兩
個連於雜原子的鍵之碳原子，
其中至多有一個鏈連於鹵素，
如醛基 [3]
35/02 ‧含有脂族鍵合的醛或酮基，或其
硫代類似物；其衍生物，如縮醛
[3]
35/04 ‧含有醛或酮基，或其硫代類似
物，直接連於一個芳環系統，如
苯乙酮；其衍生物，如縮醛 [3]
35/06 ‧含有酮基或硫酮基作為環之一部
如縮酮 [3]
35/08 ‧至少一個鍵合雜原子之鍵係連在
氮上 [3]
35/10 ‧‧含有一個碳氮雙鍵 [3]

37/00 含有機化合物之殺生劑、害蟲
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





37/12 ‧含有－CO－O－ C

Cn



Y

基團，其中 Cn 係指不含環之碳
架；其硫代類似物 [3]


37/14 ‧含有－CO－O－ C

X



基團，

其硫代類似物 [3]


37/16 ‧含有  CO  O  Y

基團；其硫



代類似物 [3]
37/18 ‧含有－CO－N＜基團，羧酸醯
胺或醯亞胺；其硫代類似物 [3]
37/20 ‧‧含有


－CO－ N



C

Cn

Y

基

團；其中 Cn 係指不含環之碳
架；其硫代類似物 [3]
37/22 ‧‧氮原子直接連於芳環系統，如
N 一（某）醯苯胺 [3]
37/24 ‧‧‧含有至少一個氧原子或硫原
子直接連於同一芳環系統
[3]
|

|

37/26 ‧ ‧ 含 有  CO  N C




X

基

團；其硫代類似物 [3]


37/28 ‧‧含有  CO  N



X

基團；

其硫代類似物 [3]

調節劑，該有機化合物含有三

37/30 ‧‧含有－CO－N＜及

個連於雜原子的鍵之碳原子，

O
|



其中至多有兩個鏈連於鹵素，

C

如羧酸（含有環丙烷羧酸或其衍

其碳原子連於同一碳架，如

生物，如環丙烷羧基腈見 53/00）
[3]
37/02 ‧飽和羧酸或其硫代類似物；其衍
生物 [3]

X 基團，兩者直接以


H2N－NH－CO－C6D4－
COOCH3；其硫代類似物 [3]
37/32 ‧‧多元羧酸之環狀亞胺或其硫代
類似物 [3]

37/04 ‧‧多元的 [3]

37/34 ‧腈[3]

37/06 ‧不飽和羧酸或其硫代類似物；其

37/36 ‧至少含有一個羧基或硫代類似

衍生物 [3]

物，或其衍生物，以及連於同一

37/08 ‧含有羧基或其硫代類似物，由碳

碳架之單鍵連接的氧或硫原子，

原子直接連於環脂環；其衍生物
[3]
37/10 ‧芳族或芳脂羧酸，或其硫代類似

該氧或硫原子並非為一個羧基，

物，其衍生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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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8 ‧‧至少有一個氧或硫原子連於一
個芳環系統 [3]
37/40 ‧‧‧至少有一個羧基基團或一個

鍵合至雜原子上之硫原子 [3]
41/02 ‧含有一個硫氧雙鍵 [3]
41/04 ‧‧磺酸；其衍生物 [3]

硫代類似物或其衍生物，

41/06 ‧‧‧磺醯胺 [3]

以及一個氧或硫原子連於

41/08 ‧‧‧磺醯鹵；α－羥基－磺酸；

同一芳環系統 [3]

氨基磺酸；硫代磺酸；其

37/42 ‧於同一碳架內含有一個羧基基團

衍生物 [3]

或一個硫代類似物或其衍生物，

41/10 ‧‧碸；亞碸 [3]

以及僅有兩個連於雜原子的鍵之

41/12 ‧不含有硫一氧鍵，如多硫化合物
[3]

碳原子，其中至多有一個鍵連於
鹵素，如酮基羧酸 [3]
37/44 ‧至少含有一個羧基基團或一個硫

43/00 含有雜環化合物之殺生劑、害
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

代類似物或其衍生物，以及一個

長調節劑（含有環酐，環亞胺者

氮原子由單鍵或雙鍵連於同一碳

見 37/00；含有分子式

架上，該氮原子並非為一個羧基

之化合物內僅含有一

基團之衍生物或一羧基基團的硫

個雜環，其中 m1，n0 及

代類似物的組成部分，如氨基羧
酸 [3]

係未取代或烷基取代之吡

37/46 ‧‧氮一醯基衍生物 [3]

咯烷、哌啶、嗎啉、硫代嗎啉、哌

37/48 ‧‧硝基-羧酸；其衍生物 [3]

嗪或一個具有四個或四個以上 CH2

37/50 ‧‧氮原子以雙鍵鍵合於碳架上
[3]
37/52 ‧含有 X  C  N  基團，如羧酸

基之聚亞甲基亞胺者見 33/00 至
41/12；含有環丙烷羧酸或其衍生
物，例如具有雜環之酯者見

|

53/00）[3]

[3]

39/00 含有 Ar－O－Cn Y 或 Ar－S
－Cn

Y 基團，如苯氧基乙

胺，苯硫-丙酮腈，苯氧基丙酮
之芳氧基或芳硫基-脂族或環脂
化合物之殺生劑、害蟲驅避劑
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3]

附註
於 43/00 目內，下列術語及用
詞之表示含義：
— “雜環”係至少含有一個鹵
素，氮，氧或硫原子作為環
原子之環；
— “橋”係指至少存在一個與

附註
本目中，符號 Cn 代表一個碳架
，不含芳環系統，其中 n≧2 [3]

鄰位，迫位及螺不同之結
合；
— 如兩個環至少共有一個 環

39/02 ‧芳氧基-羧酸；其衍生物 [3]

原子時，則為“稠合”，即

39/04 ‧‧芳氧基-乙酸，其衍生物 [3]

“螺”及“橋”被認為係為

41/00 含有有機化合物之殺生劑、害

稠合；

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

— “稠環系”為於一個環狀系

長調節劑，該有機化合物含有

統內所有之環均互相稠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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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43/00 目內，在一個稠環系

雜原子之環 [3]

內環之類目等於使環狀系統轉

43/50 ‧‧1,3-二唑；氫化 1,3-二唑 [3]

化成無環鏈所必需的裂開之數

43/52 ‧‧‧與碳環稠合，如苯并咪唑
[3]
43/54 ‧‧1,3-二嗪；氫化 1,3-二嗪 [3]

目。在一個稠環系內相關環係
根據下列之標準順序選擇者：
( ) 環原子之最低數目
( ) 作為環原子之雜原子的最

43/56 ‧‧1,2-二唑類；氫化 1,2-二唑類
[3]
43/58 ‧‧1,2-二嗪；氫化 1,2-二嗪 [3]

高數目，環原子為兩個或

43/60 ‧‧1,4-二嗪；氫化 1，4-二嗪 [3]

兩個以上環所共有者則被

43/62 ‧‧三員或四員之環，或具有六員

認為屬於每一個環之環原

以上之環 [3]
43/64 ‧具有帶三個氮原子作為僅有的環

子 [3]
43/02 ‧具有具一個或一個以上之氧或硫
原子作為僅有的環雜原子之環
[3]
43/04 ‧‧具有一雜原子 [3]
43/06 ‧‧‧五員環 [3]
43/08 ‧‧‧‧具有氧作為環雜原子 [3]
43/10 ‧‧‧‧具有硫作為環雜原子 [3]
43/12 ‧‧‧‧與一個碳環稠合 [3]
43/14 ‧‧‧六員環 [3]

雜原子之環 [3,4]
43/647 ‧‧三唑；氫化三唑 [4]
43/653 ‧‧‧1,2,4 三唑；氫化 1,2,4 三唑
[4]
43/66 ‧‧1,3,5-三嗪，於環氮原子上未
被氫化與未被取代 [3]
43/68 ‧‧‧具有兩個或三個氮原子直接
連於環碳原子上 [3]
43/70 ‧‧‧‧二胺基-1,3,5-三嗪僅具有

43/16 ‧‧‧‧具有氧作為環雜原子 [3]

一個氧，硫或鹵原子，

43/18 ‧‧‧‧具有硫作為環雜原子 [3]

或僅具有一個氰基，硫

43/20 ‧‧‧三員或四員環 [3]

氰 基 （ -SCN ）； 氰 醯 基

43/22 ‧‧‧六員以上之環 [3]

（ -OCN ） 或 疊 氮 基 （ -

43/24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雜原子
[3]
43/26 ‧‧‧五員環 [3]

N3 ）基團直接連於一個

43/28 ‧‧‧‧於 1,3 位置上具有兩個雜
原子 [3]
43/30 ‧‧‧‧‧於 1,3 位置上具有兩個
氧原子與碳環稠合 [3]
43/32 ‧‧‧六員環 [3]
43/34 ‧具有帶一個氮原子作為僅有的環
雜原子之環 [3]
43/36 ‧‧五員環 [3]

環碳原子上 [3]
43/707 ‧‧1,2,3-或 1,2,4-三嗪；氫化
1,2,3-或 1,2,4-三嗪 [4]
43/713 ‧具有帶四個或四個以上的氮原子
作為僅有的環雜原子之環 [4]
43/72 ‧具有帶氮及氧原子或硫原子作為
環雜原子之環 [3]
43/74 ‧‧於 1,3 位置上具有一個氮原子
與或為一個氧原子或為一個
硫原子之五員環 [3]

43/38 ‧‧‧與碳環稠合 [3]

43/76 ‧‧‧1,3-噁唑；氫化 1,3-噁唑 [3]

43/40 ‧‧六員環 [3]

43/78 ‧‧‧1,3-噻唑；氫化 1,3-噻唑 [3]

43/42 ‧‧‧與碳環稠合 [3]

43/80 ‧‧於 1,2 位置上具有一個氮原子

43/44 ‧‧三員或四員環 [3]

與或為一個氧原子或為一個

43/46 ‧‧六員以上之環 [3]

硫原子之五員環 [3]

43/48 ‧具有帶兩個氮原子作為僅有的環

43/82 ‧‧具有三個雜原子之五員環 [3]
43/824 ‧‧‧1,3,4-噁（噻）二唑；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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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噁（噻）二唑 [6]
43/828 ‧‧‧1,2,3-噁（噻）二唑；氫化
1,2,3-噁（噻）二唑 [6]
43/832 ‧‧‧1,2,5-噁（噻）二唑；氫化
1,2,5-噁（噻）二唑 [6]
43/836 ‧‧‧1,2,4-噁（噻）二唑；氫化
1,2,4-噁（噻）二唑[6]
43/84 ‧‧於 1,4 位置上具有一個氮原子

－CO－N＜基團；其硫代類
似物 [3]
47/12 ‧‧‧含有一個－O－CO－N＜
基，或一個硫代類似物，
不直接連於一個環，其氮
原子亦非為一個 雜環之環
節 [3]
47/14 ‧‧‧‧其二硫代類似物 [3]

與或為一個氧原子或為一個

47/16 ‧‧‧氮原子係雜環之一部分 [3]

硫原子之六員環 [3]

47/18 ‧‧‧含有一個－O－CO－N＜基

43/86 ‧‧於 1,3 位置上具有一個氮原子

團，或其一個硫代類似

及一個氧原子或一個硫原子

物，直接連於一個雜環或

之六員環 [3]

環脂環上 [3]

43/88 ‧‧具有三個環雜原子之六員環
[3]
43/90 ‧具有兩個或兩以上的相關雜環，
自相稠合或帶有一個共同的碳環
環狀系統 [3]
43/92 ‧具有具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鹵素原
子作為環雜原子之環 [3]

45/00 含有三個或更多的自相稠合之

47/20 ‧‧‧其 N-芳基衍生物 [3]
47/22 ‧‧‧其 O-芳基或 S-芳基酯 [3]


47/24 ‧‧‧含有  X O  CO  N




，



 O  CO  N  X  或










 X S CO  N

基團；

其硫代類似物 [3]

碳環，至少一個環非為六員環

47/26 ‧‧‧二硫化氨基甲酸衍生物的氧

之有機化合物的殺生劑、害蟲

化產物，如秋蘭姆硫化物
[3]
47/28 ‧‧含有＞N－CO－N＜或＞N－

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
調節劑（鹵化烴見 29/08；與雜環
相稠合者見 43/00） [3]
45/02 ‧具有三個碳環 [3]

47/00 含有一個不屬於環原子之碳原

CS－N＜基團的尿素或硫脲
（異脲，異硫脲見 47/42） [3]
47/30 ‧‧‧含有＞N－CO－N－芳基或

有機化合物之殺生劑、害蟲驅

N－CS－N－芳基之衍生物
[3]
47/32 ‧‧‧含有＞N－CO－N＜或＞N

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

－CS－N＜基直接連於一

節劑，如碳酸之衍生物（四鹵化

個環脂環 [3]

子並且不鍵合至碳或氫原子之

碳見 29/02） [3]

47/34 ‧‧‧含有

47/02 ‧碳原子未連至氮原子之鍵 [3]
47/04 ‧‧含有＞N－S－C≡Hal3 基團
[3]
47/06 ‧‧含有－O－CO－O－基團；
其硫代類似物 [3]
47/08 ‧碳原子具有一個或更多的連於氮
原子之單鍵 [3]
47/10 ‧‧氨基甲酸洐生物，即含有－O

基團，如縮二脲，其硫代
類似物；脲醛縮合產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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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6 ‧‧‧含有直接連於至少一個雜環

序列 O－N－S，X－O－S，N

上之＞N－CO－N＜基團，

－N－S，O－N－N 或 O－鹵

其硫代類似物 [3]

素，其中不考慮每一原子所具

47/38 ‧‧‧含有＞N－CO－N＜基團，
其中至少有一個 氮原子係
一個雜環之一部分；其硫
代類似物 [3]
47/40 ‧具有一個雙鍵或三鍵與氮相連之

有的鍵的數目，並且這原子排
列中沒有原子構成雜環的一部
分 [3]
53/00 含有環丙烷羧酸或其衍生物之

碳原子，如氰酸鹽，氨基氰（無

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

機氨基氰見 59/24） [3]

劑，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3]

47/42 ‧‧含有－N=CX2 基團，如異硫

53/02 ‧含有

脲 [3]
47/44 ‧‧‧胍；其衍生物 [3]
47/46 ‧‧含有－N=C=S 基團 [3]

基團之酯類，其中標示星號之碳

47/48 ‧‧含有－S－C≡N 基團（43/00

原子表示無環，或環、環系之一

至 47/38 優先） [3]

49/00 含有

部分；其硫代類似物 [6]
53/04 ‧‧具有雜環之環 [6]
53/06 ‧‧標示星號之碳原子係為無環，
及直接結合至一個六員芳環
的碳原子上，例如芐基酯；

基團化合物之殺生劑、害蟲驅

其硫代類似物 [6]

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

53/08 ‧‧‧具有芳氧基結合至該六員芳
香基環上，例如苯氧芐

節劑，其中 m+n≧1，兩個 X
一起亦可表示－Y－或一個直接
碳一碳之鍵，具有一個星號之
碳原子除與 X 原子形成之環系
外不屬於任何環系之一部分，

酯；其硫代類似物 [6]
53/10 ‧‧未包括於 53/04 或 53/06 目中
之酯類 [6]
53/12 ‧含有
基團之化合物，

方括號內之碳原子屬於任何無
環或環結構之一部分，或者

其中 X 或 Y 係為氮原子，例如
環丙烷羧酸醯胺 [6]
53/14 ‧環丙烷羧酸腈 [6]

基團其中 A 代表一個碳原子或
Y，n＞0，且此等碳原子不超
過一個以上者係屬於不同一環
狀系統之一個環節，如新生昆
蟲激素或其仿製品（含烴者見
27/00） [3]

55/00 含有除碳、氫、鹵素、氧、氮
及硫以外元素的有機化合物之
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
劑，或植物調節劑（含有機磷化
合物者見 57/00） [3]
55/02 ‧含有金屬原子 [3]

51/00 含有機化合物之殺生劑、害蟲

55/04 ‧‧錫 [3]

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

55/06 ‧‧汞 [3]

節劑，該有機化合物具有原子

55/08 ‧‧含有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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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0 ‧含有矽 [6]

57/00 含有有機磷化合物之殺生劑、
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
生長調節劑 [3]
57/02 ‧ 具 有 連 於 磷 原 子 與 不 包 括 於

59/22 ‧‧砷 [3]
59/24 ‧氰或其化合物，如氰化氫，氰
酸，氨基氰，硫代氰酸 [3]
59/26 ‧磷；其化合物 [3]

61/00 含有未知或未確定成分之物

57/10，57/18，57/26，57/34 任

質，如僅以作用方式為標誌之

何一目內之交替指定的原子 [3]

物質的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

57/04 ‧‧含有無環或環脂基 [3]
57/06 ‧‧含有芳香基 [3]
57/08 ‧‧含有雜環基 [3]
57/10 ‧ 具 有 磷 一 氧 鍵 或 磷 一 硫 鍵
（57/02 優先） [3]
57/12 ‧‧含有無環或環脂基 [3]
57/14 ‧‧含有芳香基 [3]
57/16 ‧‧含有雜環基 [3]
57/18 ‧具有磷一碳鍵（57/02 優先） [3]
57/20 ‧‧含有無環或環脂基 [3]
57/22 ‧‧含有芳香基 [3]

引標誘劑，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3]
61/02 ‧礦物油；煤焦油；焦油；其餾出
物，提取物或其轉化物（含有由
此等材料中分離出之單一化合物
見 27/00 至 59/00） [3]

63/00 含有微生物、病毒、微生物真
菌、動物、或者由微生物或動
物如酶、發酵物製造或提取的
物質之殺生劑、害蟲驅避劑或

57/24 ‧‧含有雜環基 [3]

引誘劑，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57/26 ‧具有磷一氮鍵（57/02 優先） [3]

（含有已確定成份之化合物見

57/28 ‧‧含有無環或環脂基 [3]

27/00 至 59/00；單細胞藻類見

57/30 ‧‧含有芳香基 [3]

65/03）[3,2006.01,2020.01]

57/32 ‧‧含有雜環基 [3]
57/34 ‧具有磷一鹵鍵；鏻鹽 [3]

附註[2020.01]

57/36 ‧具有磷作為一個 環原子 [3]

在該主目中，未應用末位優先

59/00 含有元素或無機化合物之殺生

規則，即應用通用規則。

劑、害蟲驅避劑或引誘劑，
或植物生長調節劑 [3]
59/02 ‧硫；硒；碲；其化合物
59/04 ‧二硫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用二氧化碳處理植物見 A01G
7/02） [3]

63/02 （ 轉 見 63/10 - 63/28 、 63/50 63/60）
63/04 （ 轉 見 63/30 - 63/38 、 63/50 63/60）
63/10 •動物；由此產生或從中獲得的物
質 [2020.01]

59/06 ‧鋁；鈣；鎂；其化合物 [3]

63/12 ••線蟲 [2020.01]

59/08 ‧鹼金屬氯化物；鹼土金屬氯化物
[3]
59/10 ‧氟化物 [3]

63/14 ••昆蟲 [2020.01]

59/12 ‧碘，如碘遞體；其化合物 [3]

63/16 ••蜘蛛 [2020.01]
63/20 •細菌；由此產生或從中獲得的物
質 [2020.01]

59/14 ‧硼；其化合物 [3]

63/22 ••芽孢桿菌屬 [2020.01]

59/16 ‧重金屬；其化合物 [3]

63/23 •••蘇力菌 [2020.01]

59/18 ‧‧汞 [3]

63/25 ••類芽孢桿菌屬 [2020.01]

59/20 ‧‧銅 [3]

63/27 ••假單胞菌屬[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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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 ••鏈黴菌屬 [2020.01]
63/30 •微生物真菌；由此產生或從中獲
得的物質 [2020.01]

蓖麻屬（castorbean）[2009.01]
65/20 ‧‧豆科或蠶豆科（Pea or
Legume family），例如豌豆，扁

63/32 ••酵母菌 [2020.01]

豆，黃豆，苜蓿，相思樹屬，皂

63/34 ••麴黴屬 [2020.01]

莢屬，魚藤或雞血藤屬 [2009.01]

63/36 ••青黴屬 [2020.01]

65/22 ‧‧唇形科或薄荷科（Mint

63/38 ••木黴屬[2020.01]

family），例如麝香草，迷迭香，

63/40 •病毒，例如：噬菌體 [2020.01]

黃芩，夏枯草，薰衣草，紫

63/50 •分離的酶；分離的蛋白質（胜肽
類見 37/46） [2020.01]
63/60 •分離的核酸 [2020.01]

65/00 含有自藻類，地衣，苔蘚植物
門，多細胞真菌類或植物之材

Mahogany family），例如桃花仙

蟲驅避劑或引誘劑或植物生長

木，蘭撒或楝樹 [2009.01]

27/00 至 59/00） [3, 2009.01]
（轉見 65/38）

65/03 ‧藻類 [2009.01]
65/04 ‧蕨類植物門（fern allies）
；羊齒
植物門（ferns） [2009.01]
65/06 ‧裸子植物亞門
（gymnosperms）
，例如檜木
[2009.01]
65/08 ‧雙子葉植物綱（dicotyledons）
[2009.01]
65/10 ‧‧香芹科或繖形花科 （Carrot
family）
，例如洋芹菜，香旱芹
菜，蒔蘿，圓葉當歸，茴香或蛇
床 [2009.01]
65/12 ‧‧菊科或地錢辭族 （Aster or
Sunflower family）
，例如雛菊，
除蟲菊，地中海薊，萵苣，向日
葵，洋艾草或香艾菊 [2009.01]
65/14 ‧‧衛茅科（Staff-tree or
Bittersweet family）
，例如衛矛，
南蛇藤屬或雷公藤 [2009.01]
65/16 ‧‧杜鵑花科（Health or
Blueberry family）
，例如杜鵑
花，楊梅，馬醉木屬，苔桃或山
桑 [2009.01]
65/18 ‧‧大戟科（Spuge family）
，例如
A-40

桂樹，酪梨，擦樹，肉桂或樟腦
[2009.01]
65/26 ‧‧楝樹科（Chinaberry or

料，或其提取物之殺生劑、害
調節劑（含有已確定之化合物見
65/02

蘇，胡薄荷，薄荷或綠薄荷
[2009.01]
65/24 ‧‧樟科（Laurel family）
，例如月

65/28 ‧‧桃金孃科（Myrtle family），例
如茶樹或丁香 [2009.01]
65/30 ‧‧蓼科（Buckwheat family）
，例
如辣蓼或大黃 [2009.01]
65/32 ‧‧毛茛科（Buttercup family）
，
例如獐耳細辛屬，白毛茛屬或金
印草屬 [2009.01]
65/34 ‧‧薔薇科（Rose family）
，例如
草莓，山楂，李子，櫻桃，水蜜
桃，杏仁或杏樹 [2009.01]
65/36 ‧‧芸香科（Rue family），例如萊
姆，柳橙，檸檬，黃檗屬或花椒
[2009.01]
65/38 ‧‧茄科（Potato family），例如顛
茄，蕃茄，煙草或黑胡椒
[2009.01]
65/40 ‧單子葉植物鋼
（monocotyledons）[2009.01]
65/42 ‧‧蘆薈科 （Aloe famaily）或百
合科 （Lily afmaily），例如蘆
薈，藜蘆，洋蔥，大蒜或蝦夷蔥
[2009.01]
65/44 ‧‧禾本科或禾本亞目 （Grass
family），例如竹，香茅或香茅草
[2009.01]
65/46 ‧‧百部科（Stemona family）
，例
如黃精葉鉤吻屬 [2009.01]

A01N

65/48 ‧‧薑科（Ginger family）
，例如
薑或良薑 [200.9.01]

A01P 化學化合物或製劑的殺生、殺蟲驅避、害蟲引誘或植物生長調節活性
[8]

附註
⑴ 本次類包含已分入次類 A01N 或 C12N，或者在主類 C01、C07 或 C08
的化學化合物或製劑的殺生、害蟲驅避、害蟲引誘或植物生長調節活
性。[8]
⑵ 注意次類 A01N 類名後的附註，該附註也適用於本次類。[8]
⑶ 在本次類中，將活性分入所有適當的位置。[8]
⑷

注意有關生物農藥、驅蟲劑、誘蟲劑、或具植物生長調節活性之化學
物質或其製備之發明技術，及此等發明技術之化學結構、化合物、混
合物或組成為已知者。這些技術可同時分入次類 A01N 及次類 A01P 作
為發明資訊。此外，如化學結構、化合物、混合物或組成、或混合物
或組成中之任一單獨成份被認為可代表檢索所需資訊，亦可分入作為
附加資訊。[2012.01]

⑸ 對於專利文件進行分類時，不將本次類的分類號作為主分類。[8]
消毒劑；抗微生物化合物或其

13/00 除草劑；殺藻劑 [8]

組合物 [8]

13/02 ‧選擇性的 [8]

3/00

殺真菌劑 [8]

15/00 在 A01P1/00 至 13/00 主目不包

5/00

殺線蟲劑 [8]

7/00

殺節肢動物劑 [8]

7/02

‧殺蟎劑 [8]

7/04

‧殺昆蟲 [8]

9/00

殺軟體動物劑 [8]

1/00

含的用於特殊目的的殺生劑 [8]
17/00 害蟲驅避劑 [8]
19/00 害蟲引誘劑 [8]
21/00 植物生長調節劑 [8]
23/00 化學不育劑 [8]

11/00 殺嚙齒動物劑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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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部：食品；煙草
A21

焙烤；製作或處理麵糰的設備；焙烤用麵糰[1,8]

A21B 食品烤爐；焙烤用機械或設備（家用焙烤設備見 A47J37/00；燃燒裝置見
F23；全部或部分為烤爐的家用爐或灶見 F24B，F24C）

1/00

食品烤爐

3/00

烤爐之部件或附件

1/02

‧以加熱裝置為特微者

3/02

‧爐門；翻板閘門（門之一般特徵

1/04

‧‧於焙烤前僅用火加熱之烤爐

1/06

‧‧用輻射器加熱之烤爐

1/08

‧‧‧用蒸汽加熱輻射器

1/10

‧‧‧用蒸汽以外流體加熱之輻射
器

見 E 06 B）
3/04

‧烤爐用之空氣處理裝置，如調節
濕度 [1,2006.01]

3/07

‧烤爐之裝載或卸載（3/18 優先）

3/10

‧烤爐照明用之裝置

1/14

‧‧‧輻射器之配置

3/13

‧焙烤模；焙烤器

1/22

‧‧‧用電氣輻射器（2/00 優先；

3/15

‧焙烤板；焙烤台

電熱元件見 H05B）

3/16

‧用於清潔或予焙烤表面抹油之機

1/24

‧‧以流經的介質加熱之烤爐

1/26

‧‧‧用熱空氣

1/28

‧‧‧用氣態之燃繞物

1/33

‧‧用燃繞物直接加熱之烤爐
（1/04 優先）

1/36

‧‧用熱流體直接加熱之烤爐（1/
06，1/33 優先）

1/40

‧以在焙烤過程中移動焙烤表面為
特徵者（一般輸送見 B65G）

1/44

‧焙烤表面於水平面上旋轉者

1/46

‧‧焙烤表面懸置於循環轉動傳送
帶或旋轉輪上者

1/48

‧‧焙烤表面形成一條環形帶

1/50

‧以有可移動的焙烤表面為特徵者

1/52

‧手提式烤爐；折疊式烤爐（旅行
或露營炊具見 A47J33/00）

2/00

使用高頻或紅外線加熱之焙烤
設備

A-42

3/18

‧自焙烤模卸下焙烤食品（猜開包
裝一般見 B65B69/00）

5/00

特種食品用之焙烤設備；其他
焙烤設備

5/02

‧用於焙烤中空食品、薄餅餅乾、
麵製糕點、餅乾或類似食品之設

‧以調節溫度方法為特徵者（溫度
敏感元件本身見 G01K）

1/42

械

備
5/03

‧‧用於焙烤薄煎餅者（煎鍋見
A47J37/10） [3]

5/04

‧用於在鐵叉上焙烤圓柱形糕點之
設備

5/06

‧用於焙烤鹽溶液中食品之設備，
如製作椒鹽捲餅

5/08

‧用於在焙烤脂肪或油中焙烤食品
之設備，如製作油炸圈餅

7/00

焙烤整套設備

A21,C

A21C 製作或加工麵糰之機械或設備；處理由麵糰製作之焙烤食品
次類索引
焙烤前加工麵糰

使麵糰發酵之設備 ................................ 13/00

混合，搓揉，均勻化 ....................... 1/00, 7/00

製作或處理麵糰的其他機械或設備 .... 13/00

成形 ................................................. 3/00, 11/00

處理焙烤食品 ........................................ 15/00

分切；操作處理 ...................... 5/00,9/00,11/00

1/00

製備麵糰之混合或搓揉機械
（家用混合或搓揉機械見
A47J43/00, 44/00）

1/02

‧有立式安裝工具者；攪或打機械

1/04

‧有傾斜旋轉混合臂或桿者

1/06

‧有臥式安裝的混合或搓揉工具
者；螺旋式混合器

1/08

‧有輥者

1/10

‧有製作充氣麵糰之附加充氣設備

7/02

‧有模型槽者（7/01 優先）

7/04

‧有模型杯者（7/01 優先）

7/06

‧與有徑向者，即星狀者、於壓力
柱塞之槽內並相對於柱塞滑動之
切割刀片

9/00

處理麵糰或麵塊之其他設備

9/02

‧於桿上懸掛或分散細麵條，如麵
條、意式細麵條或通心粉之設備

9/04

者

‧於麵塊或麵片上塗抹粒狀材料，
或刮掃或覆蓋其表面之設備

1/12

‧用於直接自穀粒配製麵糰者

9/06

‧充填麵塊，如油炸圈餅之設備

1/14

‧混合或搓揉機械之結構零件

9/08

‧處理麵塊，如麵片用之貯放、整

3/00

用作分切前成批麵糰成形之機
械或設備

理與傳送之設備

11/00 於烹調或焙烤前使麵糰最終成
形之其他機械

3/02
3/04

‧麵糰擠壓機

11/02 ‧凸花成型機

3/06

‧捲繞麵片機器，如生產麵包捲

11/04 ‧‧有切割與凸花輥或滾筒者

3/08

‧麵糰扭花機械，如製作椒鹽捲

11/06 ‧‧有規則地處理預先成形之麵片

3/10

‧與麵糰分切設備結合者

5/00

分切麵糰機械

5/02

‧有分切腔與排出柱塞者

5/04

‧‧於旋轉體內附有徑向工作活塞
之分切腔

5/06

‧‧於旋轉體內附有軸向工作活塞
之分切腔

5/08

‧有徑向者、即星狀者、於壓力柱
塞之槽內並相對於柱塞滑動之切
割刀片

7/00

用搓揉以外之加工法使分切後
之麵糰均勻化之機械

7/01

‧有循環帶者

者
11/08 ‧‧有刻模者，例如附有模輥之旋
轉機械
11/10 ‧與切割設備相結合者
11/12 ‧用作麵塊表面開槽，切開或穿孔
之設備
11/14 ‧‧用作星形壓印者
11/16 ‧擠壓機
11/18 ‧‧有活塞者
11/20 ‧‧有螺桿者
11/22 ‧有輥與切割圓盤或刀片用於製作
麵條之設備
11/24 ‧用裝有一搭接之溝槽輥而將片狀
或帶狀麵片切成麵條之設備

A-43

A21C,D

作多層薄餅乾

13/00 麵糰發酵器，如使麵糰膨脹之

15/04 ‧專門適用於除麵包以外之焙烤食

設備

品的分割或切片之機械或裝置

13/02 ‧有循環傳送帶者

（ 麵 包 之 切 或 切 片 見 B26B ，

14/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用於

B26D）

製作或處理麵糰的機械或設備[8]
15/00 處理焙烤食品之設備
15/02 ‧成形或模壓焙烤薄餅乾設備；製

A21D 焙烤用麵粉或麵糰之處理（如保存），如添加材料；焙烤；焙烤產
品；及其保存[1,8]
次類索引
焙烤前產品；處理或其防腐............. 10/00；
2/00 至 8/00

焙烤產品；保存或使其新鮮............. 13/00；
15/00,17/00

麵糰焙烤 .................................................. 8/00

2/00

焙烤前或焙烤過程中添加材料
來處理麵粉或麵糰（焙烤前使用
麵糊、麵糰或混合物見 10/00）
[1,2,2006.01]

附註
於 2/02 至 2/40 各目內，適用末

2/24

‧‧有機氮化合物

2/26

‧‧‧蛋白質

2/28

‧‧有機硫化合物

2/30

‧‧有機磷化合物

2/32

‧‧‧磷脂

2/34

‧‧動物材料

2/36

‧‧植物材料

2/38

‧‧‧種籽幼芽；發芽穀物；及其

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如
無相反之指示，添加物請分入
最後適當位置。
2/02

‧加入無機物質

2/04

‧‧氧；產氧化合物，如臭氧、過

提取物
2/40

‧麵粉或麵糰化學處理之設備

4/00

焙烤前於惰性氣氛中貯存以保
存麵粉或麵糰

6/00

氧化物
2/06

‧‧還原劑

2/08

‧加入有機物質

2/10

‧‧碳氫化合物

2/12

‧‧鹵化烴

2/14

‧‧有機氧化合物

2/16

‧‧‧脂肪酸酯

2/18

‧‧‧碳水化合物

2/20

‧‧‧過氧化物

2/22

‧‧‧抗壞血酸

A-44

於焙烤前麵粉或麵糰之其他處
理方法，如冷卻、輻射、加熱
[2]

8/00

製備或焙烤麵糰的方法（藉由添

8/02

加材料處理麵粉或麵糰見 2/00）
[1,2006.01]
‧製備麵糰之方法；於焙烤前處理
麵糰 [1,2006.01]

8/04

‧‧用微生物或酶處理麵糰

8/06

‧焙烤工藝方法 [1,2006.01]

A21D

8/08

‧防黏，例如對烤盤

13/26 ‧ ‧ 塗 層 形 成 阻 隔 以 防 止 移 位

8/10

‧‧利用撒粉

[2017.01]
13/28 ‧ ‧ 特 徵 在 於 塗 層 組 成 材 料
[2017.01]
13/30 ‧充填、被充填或填料製品（含多

10/00 於焙烤前之稀麵糊、麵糰或混
合物 [2]
10/02 ‧準備上爐之麵糰，如已裝盤之麵
糰 [2]
10/04 ‧稀麵糊 [2]

13/00 焙烤成品或半成品
13/02 ‧全麥製品；含糠麩或粗磨穀類製
品 [1，2006.01]
13/04 ‧用黑麥或小麥麵粉以外材料製成
之製品[1，2006.01，2017.01]
13/043 ‧‧從塊莖製成，例如樹薯或馬鈴
薯[2017.01]
13/045 ‧‧從豆科植物[2017.01]
13/047 ‧‧黑麥或小麥以外的穀物類，例
如米[2017.01]
13/06 ‧營養價值調整的產品，例如具修
飾 澱 粉 含 量 [1 ， 2 ， 2006.01 ，
2017.01]
13/062 ‧ ‧ 糖 含 量 調 整 ； 無 糖 製 品
[2017.01]
13/064 ‧‧蛋白質含量調整[2017.01]
13/066 ‧‧‧無麩質製品[2017.01]
13/068 ‧‧脂肪含量調整；無脂肪製品
[2017.01]
13/08 (轉見 13/10 ~ 13/80)
13/10 ‧多層化製品[2017.01]
13/11 ‧‧由兩個或多個麵糰製成，例如
不同組成材料、 顏色或結構
[2017.01]
13/13 ‧‧‧塗層[2017.01]
13/14 ‧‧‧充填[2017.01]
13/16 ‧‧多層次糕點，如：鬆餅糕點；
丹麥糕餅或層壓麵糰[2017.01]
13/17 ‧‧‧塗層[2017.01]
13/19 ‧‧‧充填[2017.01]
13/20 ‧部分或完全塗層產品（多層麵包
的 塗層製 品 見 13/13 ， 13/17）
[2017.01]
13/22 ‧‧烘烤前塗層[2017.01]
13/24 ‧‧烘烤後塗層[2017.01]

層次填料製品見 13/14、13/19）
[2017.01]
13/31 ‧‧烘烤前充填[2017.01]
13/32 ‧‧烘烤後充填或被填充，如三明
治[2017.01]
13/33 ‧‧‧可食用容器，例如杯子或錐
形體[2017.01]
13/34 ‧‧填充物形成阻隔以防止移位
[2017.01]
13/36 ‧‧含料的薄鬆餅[2017.01]
13/37 ‧‧共擠壓出的製品，即產品同步
擠壓麵糰和填料[2017.01]
13/38 ‧ ‧ 特 徵 在 於 充 填 物 的 組 成 物
[2017.01]
13/40 ‧製品特色為其類型、形狀或使用
[2017.01]
13/41 ‧‧比薩[2017.01]
13/42 ‧‧玉米薄餅[2017.01]
13/43 ‧ ‧ 乾 扁 薄 餅 ， 例 如 ： 饟 餅
[2017.01]
13/44 ‧‧薄煎餅或可麗餅[2017.01]
13/45 ‧ ‧ 薄 鬆 餅 （ 含 料 的 薄 鬆 餅 見
13/36）[2017.01]
13/46 ‧‧脆麵包丁 [2017.01]
13/47 ‧‧裝飾製品或作為裝飾用的製品
[2017.01]
13/48 ‧‧除食用之外，具附加機能的製
品，如玩具或餐具(刀叉匙）
[2017.01]
13/50 ‧發泡固化製品，例如：蛋白酥皮
糕餅[2017.01]
13/60 ‧ 油 炸 製 品 ， 例 如 ： 甜 甜 圈
[2017.01]
13/80 ‧其他未分類糕餅類，例如：蛋
糕、硬脆類餅乾或餅乾[2017.01]

15/00 保存焙烤成品；及其改進（使新
鮮見 17/00）[1,2,2006.01]
15/02 ‧冷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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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4 ‧加熱處理 [2]
15/06 ‧輻射 [2]
15/08 ‧塗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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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使焙烤食品恢復新鮮 [2,2006.01]

A22B,C

A22

屠宰；肉品處理；家禽或魚之加工

A22B 屠宰

1/00

束縛待宰牲畜用之裝置

5/00

屠宰中或屠宰後使用之附件

3/00

屠宰或擊昏（切割一般見

5/02

‧屠宰圍欄

5/04

‧集血裝置；血液攪拌裝置

5/06

‧牲畜屠宰台或屠宰撐擋

5/08

‧燙洗；刮淨；去毛、燒毛（獸皮

B26）
3/02

‧使用槍機者，例如屠宰槍、彈藥
筒

3/04

‧待宰牲畜用面罩；結合擊昏裝置
之面罩

3/06

‧用電流屠宰或擊昏（其電路見
H05C）

3/08

‧屠宰家禽或魚用者，例如屠宰
鉗、屠宰剪

3/10

‧屠宰工具；屠宰刀

3/12

‧合於猶太教規則之屠宰裝置

或毛皮處理見 C14B）
5/10

‧‧手工操作器械

5/12

‧‧燙洗鍋

5/14

‧舌頭用剪；閉塞氣管裝置

5/16

‧剝皮工具或刀

5/18

‧清洗屠宰牲畜內臟

5/20

‧劈開工具

7/00

屠宰廠設備

A22C 肉類、家禽或魚之加工 （保存見 A23B；自食料中獲得蛋白質組合物見
A23J1/00 ； 魚 、 肉 或 家 禽 之 製 備 見 A23L ； 分 解 肉 ， 如 切 碎 肉 見
B02C18/00；蛋白質本身之製備見 C07K1/00）

次類索引
肉類加工

加工肉類廠房，工廠或類似設施 .......... 18/00

混合，擊碎使肉變柔軟之設備 5/00,7/00,9/00

家禽之加工 ............................................ 21/00

其他設備 ....................................11/00 至 17/00

魚類或甲殼類加工 ...................... 25/00,29/00

11/04 ‧‧附機械操作之往復運動的活塞

肉類加工
5/00

混合肉、香腸肉或肉製品用之
設備（混合一般見 B01F）

7/00

9/00

11/06 ‧‧附以液體或氣體裝置操作之活
塞
11/08 ‧‧附擠壓蝸桿或其他旋轉安裝之
擠壓部件

搗碎，成形或壓製肉，香腸肉

11/10 ‧捲製香腸用設備

或肉製品用之設備

11/12 ‧結紮香腸腸衣之設備

使肉變柔軟用之設備，例如火

13/00 香腸腸衣

腿

13/02 ‧抽褶香腸腸衣 [2]

11/00 香腸製作
11/02 ‧香腸填充機

15/00 懸掛肉類或香腸用之設備（輸送
裝置見 B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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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其他加工肉或骨之裝置

25/00 加工魚

17/02 ‧切割時夾持肉或骨之裝置

25/02 ‧洗滌或去魚鱗

17/04 ‧清骨裝置

25/04 ‧將魚分類；由冰藏魚中分開冰

17/06 ‧剔骨剪；碎骨機 [2]

25/06 ‧工作台；魚艙與有關工作台輔助

17/08 ‧清洗，例如洗滌肉或香腸 [2]
17/10 ‧標記肉或香腸
17/12 ‧切削肉皮設備
17/14 ‧加工牲畜腸子；切割腸子設備；
扯碎腸子機械
17/16 ‧清潔腸子；從腸子清除脂肪或粘
質物之機械

18/00 加工肉類之廠房、工廠或類似
設施（僅加工家禽者見 21/00；僅
加工魚類者見 25/00）

設備與工作
25/08 ‧製備之前、之中或之後夾持、導
向傳送魚類（25/06 優先）
25/10 ‧將魚穿於線上或類似物上之設備
25/12 ‧魚之整理，例如按魚頭和魚尾之
位置
25/14 ‧魚之去頭、去內臟、或清潔
25/16 ‧去除魚骨；將魚肉切塊
25/17 ‧剝除魚皮
25/18 ‧將魚切成份
25/20 ‧碎片；切成小立方塊；切成薄片

21/00 家禽加工

25/22 ‧捲魚裝置

21/02 ‧拔家禽羽毛用之機械裝置

29/00 加工甲殼類，例如牡蠣，或龍

21/04 ‧禽之燙洗、燒毛、上蠟或去蠟
21/06 ‧取出家禽內臟裝置

蝦
29/02 ‧加工蝦、龍蝦之類 [2]
29/04 ‧加工雙殼貝類；例如牡蠣（有開

加工魚類；包括加工甲殼類

A-48

啟器的牡蠣刀見 A47G21/06）
[2]

A23B

A23

其他類不包括之食品或食料；及其處理

附註
注意下列位置：
C08B 多醣類，及其衍生物
C11

動物或植物之油、脂、脂肪物質或蠟

C12

生物化學、啤酒、烈酒、葡萄酒、醋

C13

製糖工業 [4]

A23B 保存，如用罐頭貯存肉、魚、蛋、水果、蔬菜、食用種籽；水果或
蔬菜之化學催熟；保存、催熟或罐裝之產品

4/00

一般方法 [2]
4/005 ‧加熱保存 [5]
4/01

於低溫下與液態氮接觸 [5]

保存肉、香腸、魚或魚製品之

‧‧通過輻射或電處理 [5]

4/12

‧塗覆保護層；組合物或其設備
[2]
‧用酸保存；酸發酵 [2]

4/14

‧用 4/02 或 4/12 次目不包括的化

4/10

4/015 ‧通過輻射或電處理而不產生加熱
作用之保存 [5]
4/02

學品保存 [2]
4/16

‧用無機鹽保存（所用設備見
4/26，4/32）[2]

或其設備 [5]
4/18

4/023 ‧‧用食鹽或其無機或有機化合物
之混合物 [5]

‧‧以液體或固體形式（其設備見
4/26，4/32）[5]

機化合物之混合物，如與生

4/22

‧‧‧有機化合物；微生物；酶
[5]
‧‧‧‧微生物；酶[5]

物化學化合物之混合物 [5]

4/24

‧‧‧無機化合物 [5]

4/20

4/027 ‧‧用鹽以外之無機鹽或其含有有

4/03

‧‧以氣體形式，如熏蒸；組合物

‧乾燥；其後之復原 [5]

4/26

‧利用液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5]

4/033 ‧‧加入化學品（4/037 優先）[5]

4/28

‧‧注射液體者 [5]

4/037 ‧‧冷凍乾燥 [5]

4/30

‧‧噴射液體者 [5]

4/044 ‧煙熏；煙熏裝置 [5]

4/32

‧利用固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5]

5/00

保存蛋或蛋製品

4/048 ‧‧加入天然煙熏劑以外之化學品
[5]
4/052 ‧‧熏煙發生器 [5]
4/056 ‧‧與輻射或電處理相結合之煙
熏，如靜電煙熏 [5]

5/005 ‧加熱保存 [5]
5/01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 [5]

5/015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而不產生加熱
作用之保存 [5]

4/06

‧冷凍；其後的解凍；冷卻 [2]

4/07

‧‧冷凍後的解凍 [5]

5/02

4/08

‧‧於冷卻前或冷卻過程中加化學

5/025 ‧‧加入化學品（5/03，5/035 優
先）[5]

品 [2]
4/09

‧‧‧食品與化學品直接接觸，如

‧乾燥；其後的復原 [5]

5/03

‧‧冷凍乾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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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35 ‧‧噴霧乾燥 [5]
5/04

‧冷凍；其後的解凍；冷卻

5/045 ‧‧冷凍後的解凍 [5]
5/05

7/10

‧用酸保存；酸發酵

7/12

‧‧壓榨酸泡菜裝置

7/14

‧採用 7/08 或 7/10 次目不包括的

‧‧加入化學品 [5]

5/055 ‧‧‧食品與化學品直接接觸，如

化學品保存或催熟
7/144 ‧‧以氣體形式，如熏蒸；組合物

於低溫下與液態氮接觸 [5]
5/06

‧將蛋塗覆保護層；組合物或其設

或其設備 [3,5]
7/148 ‧‧‧於受控制氣氛中，如於僅包

備 [3,5]
5/08

‧用化學品保存 [5]

5/10

‧‧以氣體形式，如熏蒸：組合物

含 CO2、N2、O2 或 H2O 之
半真空內 [3]
7/152 ‧ ‧ ‧ 於 除 含 CO2 、 N2 、 O2 或

或其設備 [5]
5/12
5/14

‧‧以液體或固體形式 [5]
‧‧‧有機化合物；微生物；酶[5]

5/16

‧‧‧‧微生物；酶 [5]

5/18

‧‧‧無機化合物 [5]

5/20

‧‧‧利用液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5]
‧‧‧利用固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5]

5/22

7/00

H2O 外，還有其他氣體之

水果或蔬菜之保存或化學催熟

[3]
7/005 ‧加熱保存 [5]

受控制氣氛中 [3]
7/153 ‧‧以液體或固體形式 [5]
7/154 ‧‧‧有機化合物；微生物；酶
[5]
7/155 ‧‧‧‧微生物；酶 [5]
7/157 ‧‧‧無機化合物 [5]
7/158 ‧‧‧利用液體進行保存之設備[5]
7/159 ‧‧‧利用固體進行保存之設備[5]
7/16

‧塗覆保護層；組合物或其設備
（7/08 優先）[5]

9/00

保存食用種籽，例如穀類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 [5]

9/02

‧加熱保存 [5]

7/015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而不產生加熱

9/04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 [5]

9/06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而不產生加熱

7/01

作用之保存 [5]
7/02

‧脫水；其後的復原（乾製已煮的
馬鈴薯見 A23L19/12）

7/022 ‧‧加入化學品（7/024 至 7/028

作用之保存 [5]
9/08

‧乾燥；其後的復原 [5]

9/10

‧冷凍；其後的解凍；冷卻
[5]
‧‧冷凍後的解凍 [5]

優先）[5]
7/024 ‧‧冷凍乾燥 [5]

9/12

7/026 ‧‧噴霧乾燥 [5]

9/14

7/03

‧‧乾燥生馬鈴薯

9/16

‧塗覆保護層；組合物或其設備
[5]
‧用化學品保存 [5]

7/04

‧冷凍；其後的解凍；冷卻

9/18

‧‧以氣體形式，如熏蒸；組合物

7/028 ‧‧薄層、轉鼓或滾筒乾燥 [5]

7/045 ‧‧冷凍後的解凍 [5]
7/05

‧‧加入化學品 [5]

或其設備 [5]
9/20

7/055 ‧‧‧食品與化學品直接接觸，如

CO2 、N2 、O2 或 H2O 之半

於低溫下與液態氮接觸 [5]
7/06

‧ 漂 白 （ 所 用 的 機 器 見

真空內 [5]
9/22

‧用糖保存（馬茉蘭、果醬或果凍
見 A23L21/10）[1,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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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 除 含 CO2 、 N2 、 O2 或
H2O 外，尚有其他氣體之

A23N12/00）[3]
7/08

‧‧‧於受控氣氛內，如於僅包含

受控氣氛中 [5]
9/24

‧‧以液體或固體形式 [5]

A23B,C

9/26

‧‧‧有機化合物；微生物，酶

9/28

[5]
‧‧‧‧微生物；酶[5]

9/30

‧‧‧無機化合物 [5]

9/32

‧‧‧利用液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9/34

[5]
‧‧‧利用固體進行保存之設備
[5]

A23C 乳製品，如奶、黃油、乾酪；奶或乾酪之代用品；其製備 （取得食用
蛋白質組合物見 A23J1/00，一般肽的製備如蛋白質本身見 C07K1/00）

附註
本次類包括：
— 製造乳製品之化學方面； [3]
— 為完成其中操作技術，如濃縮、蒸發、乾燥、保存或消毒所應用之設
備，除非此等設備已專門列入另一次類，如製造黃油或乾酪中處理牛奶
或奶油之器具見 A01J [3]

次類索引
乳品技術 ..................................... 1/00 至 7/00

乾酪；乾酪代用品 .................. 19/00； 20/00

奶配製品；代乳品；

酪乳；乳清；

奶油；黃油 .... 9/00； 11/00； 13/00； 15/00

其他乳製品 ................ 17/00； 21/00； 23/00

見 13/08；屬於黃油者見 15/18；

一般乳品技術
1/00

濃縮，蒸發或乾燥（3/00 優

屬於乾酪者見 19/097）
3/02

‧利用加熱（3/07 優先）[3]

3/023 ‧‧於包裝內 [3]

先；從中製得的產品見 9/00；製

3/027 ‧‧‧逐步輸送通過設備 [3]

造黃油粉見 15/14，乾酪粉見

3/03

3/033 ‧‧‧逐步輸送通過設備 [3]

1/01

19/086；一般蒸發見 B01D 1/00）
[3,8]
‧薄膜乾燥 [3]

1/03

‧‧於鼓筒或滾筒上 [3]

3/037 ‧‧‧‧與熱媒如蒸汽，直接接觸
[3]
3/04 ‧利用凍結或冷卻

1/04

‧噴射至氣流中

3/05

‧‧於包裝內 [3]

1/05

‧‧與結塊相結合 [3]

3/07

‧利用輻照，如以微波 [3]

1/06

‧以凍結出水分濃縮

3/08

‧加入防腐劑（加入微生物或酶見

1/08

‧‧凍結乾燥 [3]

1/10

‧泡沫乾燥（1/04，1/08 優先）[3]

1/12

‧以蒸發濃縮 [3]

7/00

其他乳品技術

1/14

‧與其他處理相結合[3,8]

7/02

‧乳品設備之化學清潔（一般清潔

1/16

‧‧使用添加物 [3]

3/00

奶或奶製品之保存（屬於奶油者

‧‧物料係散裝的 [3]

9/12，加入其他物質見 9/152）

見 B08B，如 B08B3/08）
；其消
毒法之應用（消毒法本身見
A61L）[3]
A-51

A23C

7/04

‧由奶中除雜質（利用過濾見
A01J9/02，11/06）[3]

製品；乳膠 [3]
9/156 ‧‧加香料之奶配製品（9/154 優
先）[3]

乳製品；其專門之工藝方法
9/00

奶配製品；奶粉或奶粉之配製

9/158 ‧‧含有維生素或抗生素 [3]
9/16

粉 ； 由 此 獲得 的 產 品（ 1/05 ，

品（21/06 優先；保存見 3/00；巧
克力奶見 A23G1/00；冰淇淋，製

9/18 優先）[3]
9/18

冰淇淋用之混合物見 A23G9/00；
布丁或乾粉布丁見 A23L9/10）[3]
9/12

‧發酵奶之配製品；應用微生物或
酶之處理（乳清配製品見
21/00）[3]

9/123 ‧‧僅應用乳酸桿菌科之微生物；
酸奶（9/13 優先）[3]

‧結塊或粒狀奶粉；製造速溶奶

‧乾燥的與壓縮的或半固體形式的
奶 [3]

9/20

‧9/12 至 9/18 次目未包括之營養
奶製品 [3]

11/00 代乳品，如咖啡加白成分（乾酪
代用品見 20/00，黃油代用品見
A23D；奶油代用品見 A23L9/20）

9/127 ‧‧應用乳酸桿菌科之微生物連同

11/02 ‧含有至少一種非乳成分作為脂肪

其他微生物或酶，如酸牛乳

或 蛋 白 質 之 來 源 （ 19/055 ，

酒、馬奶酒（9/13 優先）[3]

21/04 優先）[3]

9/13

‧‧使用添加物 [3]

9/133 ‧‧‧水果或蔬菜 [3]
9/137 ‧‧‧增稠物質 [3]
9/14

‧其中奶之化學成分受非化學處理
而改性 [3]

11/04 ‧‧含有非乳脂肪但不含非乳蛋白
質（11/08，11/10 優先）[3]
11/06 ‧ ‧ 含 有 非 乳 蛋 白 質 （ 11/08 ，
11/10 優先）[3]
11/08 ‧‧含有酪蛋白酸鹽，但不含其他
乳蛋白質或乳脂肪 [3]
11/10 ‧‧含有或不含有乳糖，但不含有

附註
當分入本次目時，就涉及色譜
法的一般意義之技術主題而
言，也要分入 B01D15/08 [8]
9/142 ‧ ‧ 以 滲 析 ， 逆 滲 透 或 超 濾 法
（9/144 優先）[3]
9/144 ‧‧以電方法，如電滲析 [3]

其他乳成分作為脂肪，碳水
化合物或蛋白質之來源，如
豆乳 [3]

13/00 奶油；奶油配製品(冰淇淋見
A23G9/00) ；及其製備（咖啡加
白成分見 11/00；奶油代用品見
A23L9/20）

9/146 ‧‧用離子交換法 [3]

13/08 ‧保存 [3]

9/148 ‧‧以分子篩或膠過濾法 [3]

13/10 ‧‧加入防腐劑（13/14，13/16 優

9/15

‧再製或復合之奶製品，其中不含

先）[3]

非乳脂肪或非乳蛋白質（含有增

13/12 ‧奶油配製品[8]

稠 物 質 者 見 9/154 ； 乳 清 混 合

13/14 ‧‧含有奶製品或奶成分 [3]

物，帶有奶製品或奶成分者見

13/16 ‧‧含有微生物、酶或抗生素，或

21/06）[3]

用其處理；酸性稀奶油 [3]

9/152 ‧含有添加物（含有添加物之發酵

15/00 黃油；黃油配製品；及其製備

奶配製品見 9/13）[3]

（黃油代用品見 A23D）

9/154 ‧‧含有增稠物質、雞蛋或穀物配

A-52

15/02 ‧其製備

A23C

15/04 ‧‧從乳脂肪或無水黃油 [3]

19/082 ‧‧‧‧在融化前或融化時添加物

15/06 ‧‧相轉換前之奶油處理 [3]
15/12 ‧黃油配製品

質於凝乳內；融解鹽 [3]
19/084 ‧‧‧‧融化後凝乳之處理，或加

15/14 ‧‧黃油粉；乳脂肪，即融化之黃

入物質（加入非乳成分

油，如印度奶油 [3]

見 19/093）[3]

15/16 ‧‧減少脂肪含量之黃油 [3]

19/086 ‧‧乾酪粉；乾燥乾酪配製品 [3]

15/18 ‧保存 [3]

19/09 ‧‧其他乾酪配製品；乾酪與其他

15/20 ‧‧加入防腐劑 [3]

食品之混合製品（保存見

17/00 酪乳；酪乳配製品（9/14 優先；

19/097）[3]

保存見 3/00）[3]
17/02 ‧含有微生物或酶或用其處理 [3]

19/00 乾酪；乾酪配製品；其製備

19/093 ‧‧‧加入非乳脂肪或非乳蛋白質
[3]
19/097 ‧保存 [3]
19/10 ‧‧加入防腐劑 [3]

（乾酪代用品見 20/00；酪蛋白見

19/11 ‧‧‧加入抗生素 [3]

A23J 1/20）

19/14 ‧乾酪成形後之處理，如熟製、煙

19/02 ‧製造乾酪凝乳 [3]
19/024 ‧‧應用連續製造法 [3]
19/028 ‧‧未自凝乳中大量分離出乳清
[3]
19/032 ‧‧以應用特種微生物，或由起源
於微生物之酶為特徵者 [3]
19/04 ‧‧以應用起源於動植物之特種酶
為特徵者（19/032 優先）[3]
19/045 ‧‧不用凝乳酶或凝乳酶代用品凝
結奶 [3]
19/05 ‧‧凝結前之奶處理；自凝乳中分
離出乳清（19/097 優先）[3]
19/055 ‧‧加入非乳脂肪或非乳蛋白質
[3]
19/06 ‧乾酪凝乳於分離乳清後之處理；
由此獲得的產品（19/097 優先）
[3]
19/064 ‧‧加鹽 [3]
19/068 ‧‧特種型式之乾酪 [3]
19/072 ‧‧‧切達乾酪 [3]
19/076 ‧‧‧未熟軟乾酪，如生乾酪或乳

熏（保存見 19/097）
19/16 ‧‧乾酪表面之塗覆，如用石油蠟

20/00 乾酪代用品（19/055，19/093 優
先）[3]
20/02 ‧不含牛乳成分，亦不含酪蛋白酸
鹽或乳糖，作為脂肪、蛋白質或
碳水化合物之來源 [3]

21/00 乳清；乳清配製品（1/00，
3/00，9/14 優先）[3]
21/02 ‧含有微生物或酶，或用其處理
[3]
21/04 ‧含有非乳成分作為脂肪或蛋白質
之來源 [3]
21/06 ‧乳清與乳製品或乳成分之混合物
[3]
21/08 ‧含有其他有機添加物，如植物或
動物製品 [3]
21/10 ‧含有無機添加物 [3]

23/00 其他乳製品

脂乾酪 [3]
19/08 ‧‧‧精製乾酪配製品；其製備，
如融化、乳化、消毒 [3]

A23D 食用油或脂肪，例如人造奶油、鬆酥油脂、烹飪用油 （獲得、精製、
A-53

A23D,F

保存見 C11B，C11C；氫化見 C11C3/12）

7/00

含有水相之食用油或脂肪組

9/00

成，例如人造奶油 [5]
7/005 ‧以除了脂肪酸甘油三酸酯以外之

油脂、烹飪用油 [5]
9/007 ‧以除了脂肪酸甘油三酸酯以外之

成分為特徵 [6]
7/01

‧‧其他脂肪酸酯，例如磷脂 [6]

7/015 ‧減低熱卡含量者；減低脂肪含量
者 [6]

其他食用油或脂肪，例如鬆酥

成分為特徵 [6]
9/013 ‧‧其他脂肪酸酯，例如磷脂 [6]
9/02

‧以生產或加工為特徵 [5]

9/04

‧‧加工 [5]

7/02

‧以生產或加工為特徵 [5]

9/05

‧‧‧形成自由流動部份 [6]

7/04

‧‧加工 [5]

9/06

‧產品之保存 [5]

7/05

‧‧‧以主要的冷卻步驟為特徵
[6]
‧產品之保存 [5]

7/06

A23F 咖啡；茶；其代用品；此等之製造、配製或泡製

3/00

茶；茶代用品；其配製品

3/06

‧茶萃取前之處理（減少或去除生
物鹼含量見 3/36）；由此產生之
配製品（茶萃取物配製品見
3/16）[3]

3/08

‧‧氧化；發酵 [3]

3/10

‧‧‧加入微生物或酶之發酵 [3]

3/12

‧‧茶葉之成捲或切碎 [3]

3/14

‧‧茶配製品，如用添加物（增香
見 3/40）[3]

3/16

‧‧水溶性茶成分之萃取（茶香料
或茶油之分離見 3/42）[3]

3/20

3/32

‧‧‧結塊，成薄片或成片狀 [3]

3/34

‧茶代用品，如巴拉圭茶；其萃取
物或泡劑 [3]

3/36

‧減少或去除生物鹼含量；由此產

3/38

生之配製品；其萃取物或泡劑
[3]
‧‧自茶萃取物中減少或去除生物
鹼含量 [3]

3/40

A23L27/20）[3]
3/42

‧‧茶香料或茶油之分離 [3]

5/00

咖啡；咖啡代用品；其配製品

5/02

[3]
‧處理生咖啡；由此生產之配製品

‧‧去除雜質（減少或去除生物鹼
含量見 3/38）[3]

‧茶香料；茶油；對茶或茶萃取物
進行增香處理（合成茶香料見

‧茶萃取；茶萃取物；茶萃取物處
理；製備速溶茶 [3]

3/18

（增香見 3/40）[3]

3/22

‧‧茶萃取物之乾燥或濃縮 [3]

（ 焙 製 見 5/04 ； 除 去 雜 質 見

3/24

‧‧‧以凍結出水分 [3]

5/16；減少或去除生物鹼含量見

3/26

‧‧‧以冷凍乾燥 [3]

5/20；萃取見 5/24）[3]

3/28

‧‧‧向氣流中噴霧 [3]

3/30

‧‧乾茶萃取物之進一步處理；由
此產生的配製品，如速溶茶

A-54

5/04

‧焙製咖啡之方法（所用機器見
A23N12/00）[3]

5/06

‧‧焙製浸提過之咖啡的方法 [3]

A23F,G

5/08

‧碾磨咖啡之方法（咖啡研磨見

（減低生物鹼含量者見 5/20）；
製備速溶咖啡（焙製浸提過之咖

A47J42/00）[3]
5/10

5/12

5/14

5/16

‧處理焙製咖啡；由此生產之配製

啡的方法見 5/06）[3,8]

品（去除雜質見 5/16；減少或

5/26

‧‧水溶成分之萃取 [3,8]

去除生物鹼含量見 5/20；萃取

5/28

‧‧咖啡萃出物之乾燥或濃縮 [3]

咖啡，製備速溶咖啡見 5/24）[3]

5/30

‧‧‧以凍結出水分 [3]

‧‧結塊，成薄片或片狀（屬於咖

5/32

‧‧‧以冷凍乾燥 [3]

啡萃取物或速溶咖啡者見

5/34

‧‧‧向氣流中噴霧 [3]

5/38）[3]

5/36

‧‧乾咖啡萃取物之進一步處理；

‧‧應用添加劑，如牛奶、糖；塗

由此生產之配製品，如速溶

覆，如為予保存（增香處理

咖啡（去除雜質見 5/18；增

見 5/46）[3]

香處理見 5/46）[3]

‧去除雜質（減少或去除生物鹼含
量見 5/20）[3]

5/38

‧‧‧結塊、壓片或製片 [3]

5/40

5/18

‧‧從咖啡萃取物[3]

5/20

‧減少或去除生物鹼含量；由此產

5/42

‧‧‧應用有機添加物，如奶、糖
[3]
‧‧‧應用無機添加物 [3]

5/44

‧咖啡代用品 [3]

5/46

‧咖啡香料；咖啡油；對咖啡或咖

5/22

生之配製品；其提出物或泡劑
[3]
‧‧自咖啡萃出物中減少或去除生

啡萃取物進行增香處理（合成咖

物鹼含量 [3]
5/24

啡香料見 A23L27/28）[3]

‧咖啡之萃取（咖啡香料或咖啡油

5/48

‧‧咖啡香料或咖啡油之分離 [3]

之 分 離 見 5/48 ）； 咖 啡萃 出 物

5/50

‧‧‧自咖啡萃取物中 [3]

A23G 可可；可可製品，如巧克力；可可或可可製品的代用品；糖食；口香
糖；冰淇淋；其製備[1,8]
附註
於本次類內，使用以下術語表示含義：
－ “冰淇淋”包含一切食用冰凍或凝結之半流質或糊狀物質，例如半融冰
霜 [2]
－ 在本次類中，不能完全分入單一主目中的技術主題應當分入每一個相關
的主目中 [8]

1/00

可可；可可製品，例如巧克

1/04

品之設備（焙製可可之機器見

力；及其代用品（製備可可用之

A23N12/00；一般搗碎或碾磨設

廚房設備見 A47J，如製作飲料之
設備見 A47J31/00）
1/02

‧預處理，例如可可發酵（焙炒可
可之機器見 A23N12/00）

‧專用於製造或處理可可或可可製

備見 B02C）[3]
1/06

‧‧製備或處理可可豆或可可豆粉
而用之設備

1/08

‧‧可可脂壓榨機（一般由含液體
A-55

A23G,J

材料中擠壓出液體之壓榨機

液態製品的呈粉狀、薄片狀

見 B30B）
1/10

‧‧混合設備；製備巧克力用之輥
軋機

1/12

1/52

或多孔的製品 [8]

‧‧巧克力精製磨粉機，滾筒式精
製機

或粒狀的固態製品見 1/56） [
8]
‧‧‧充氣的、泡沫的、蜂窩壯的

1/54

‧‧‧複合製品，如多層的、塗層
的、夾心的 [8]

1/14

‧‧巧克力長槽式精磨機

1/16

‧‧圓盤式巧克力精煉機

1/18

‧‧模製處理巧克力漿的裝置

的呈粉狀、薄片狀或粒狀的

1/20

‧‧模製、切分、或分配巧克力之

固態製品，如用於巧克力奶

1/56

的製作 [8]

裝置
1/21

‧‧‧模製中空製品、開殼層或其

3/00

他中空製品的設備，如開
‧‧‧巧克力模盤(1/21 優先)[3]

1/24

‧‧‧震動模製或搖簸加工台[1,7]

1/26

‧‧‧巧克力模盤傳送裝置 [1,7]

1/28

‧‧‧自模盤取出巧克力之裝置（
自焙烤模盤上卸下焙烤食
物者見 A21B3/18）[1,7]

1/30

‧可可製品，例如巧克力；及其代
用品 [8]

1/32

‧‧以成份為特徵者 [8]

1/34

‧‧‧可可代用品 [8]

1/36

‧‧‧以使用的脂肪為特徵（含乳
製品的見 1/46） [8]

1/38

‧‧‧‧可可脂代用品 [8]

1/40

‧‧‧以使用的碳水化合物為特徵
，如多醣（含乳製品的見 1
/46） [8]

1/42

‧‧‧含微生物或酶；含輔助醫用
或食療的成份，如維生素

A23G4/00）[1,8]
3/02

‧‧‧含肽或蛋白（含乳製品的見

3/04

‧‧熬糖設備

3/06

‧‧間歇式輥軋，成條或分級機器

3/08

‧‧糖塊間歇式冷卻台

3/10

‧‧糖塊拉製機

3/12

‧‧塑性糖塊模製設備

3/14

‧‧半軟糖攪打或和稀成乳之攪打
機械

3/16

‧‧成批澆模成型半軟糖之裝置

3/18

‧‧模製半軟糖裝置

3/20

‧‧塗層或填充糖果蜜餞或糖食之
設備

3/22

‧‧‧用澆注法塗層之裝置

3/24

‧‧‧用浸漬法塗層之裝置

3/26

‧‧‧用翻滾法塗層之裝置

3/28

‧‧裝飾糖果蜜餞或糖食用之設備
（一般用流體塗於表面者見
B05）

3/32

1/46） [8]
1/46

‧‧‧含乳製品 [8]

1/48

‧‧‧含植物或其部分，如果實、
種子、提取物（含樹膠見 1
/40） [8]

1/50

‧‧以形狀、結構或物理型態為特
徵者，如製品有不可食用的
支架（液態製品、用於製造

A-56

‧專門製造或處理糖果蜜餞或糖食
之設備；其附件

（含乳製品的見 1/46） [8]
1/44

糖果蜜餞；糖食；杏仁酥糖；
塗層或夾心食品（口香糖見

口中空 [3,7]
1/22

‧‧液態製品、用於製造液態製品

‧製備著色用焦糖或色糖之工藝方
法（著色食品見 A23L5/40；調
味食品見 A23L27/00）

3/34

‧糖果蜜餞；糖食或杏仁酥糖；其
製備方法 [8]

3/36

‧‧以成份為特徵者 [8]

3/38

‧‧‧無蔗糖的製品 [8]

3/40

‧‧‧以使用的脂肪為特徵（含乳
製品的見 3/46） [8]

A23G

3/42

‧‧‧以使用的碳水化合物為特
徵，如多醣（含乳製品的
見 3/46） [8]

3/44

‧‧‧含肽或蛋白（含乳製品的見
3/46） [8]

3/46

‧‧‧含乳製品 [8]

3/48

‧‧‧含植物或其部分，如果實、

7/02

‧冷卻或乾燥設備

9/00

冰凍甜食，例如冰糖食、冰淇
淋；此等之混合物 [2]

9/04

‧冰凍甜食之生產，如冰淇淋（其
包裝見 B65D85/78）[2]

9/06

‧‧以使用二氧化碳或乾冰霜作冷
卻介質為特徵者 [2]

種子、提取物（含樹膠見
3/42） [8]
3/50

‧‧以形狀、結構或物理型態為特
徵者，如有支架結構的製品

9/06 目優先於 9/08 至 9/14 各目

（含巧克力的複合結構，如

[2,8]

作為層的、塗層的、夾心的
見 1/54） [8]
3/52

‧‧‧充氣的、泡沫的、蜂窩壯的
或多孔的製品 [8]

3/54

‧‧‧複合製品，如多層的、塗層
的、夾心的 [8]

3/56

‧‧‧有可食用或不可食用支架的
製品，如棒棒糖 [8]

4/00

9/08
9/10

‧‧‧使用於冷卻介質內旋轉或移
動之容器 [2]

9/12

‧‧‧使用於固定容器內攪拌物料
之裝置 [2]

9/14

‧‧連續生產（9/20 優先）[2]

9/16

‧‧‧產品於冷卻箱內，如轉筒
[2]
‧‧‧產品於冷卻體外壁上，如轉

9/18

筒或環帶 [2]

‧專門適用於製造或處理口香糖之
設備 [8]

‧‧間歇式生產（連續生產見
9/14）[2]

口香糖（特徵在於口香糖型的醫
藥配製品見 A61K9/68）[8]

4/02

附註

9/20

‧‧產品與氣體混合，如軟冰 [2]

9/22

‧‧非屬上列各目中之單個目特有

4/04

‧‧用於模製或成型的 [8]

4/06

‧以成份為特徵者 [8]

的設備裝置之零件、部件或

4/08

‧‧以口香糖為基底的 [8]

附件 [2]

4/10

‧‧以使用的碳水化合物為特徵，

9/24

‧‧‧塗層或填充產品用者 [2]

如多醣（含乳製品的見

9/26

‧‧‧生產帶棍冷凍甜品用者 [2]

4/46） [8]

9/28

‧‧‧分份或分配用者 [2]

‧‧含微生物或酶；含輔助醫用或

9/30

‧‧‧清潔；保持清潔；消毒 [2]

食療的成份，如維生素（含

9/32

‧以成份為特徵者 [8]

乳製品的見 4/16） [8]

9/34

‧‧以使用的碳水化合物為特徵，

4/12

4/14

如多醣（以使用乳製品為特

‧‧ 含肽或蛋白（含乳製品的見

徵的見 9/40） [8]

4/16） [8]
4/16

‧‧含乳製品 [8]

4/18

‧以形狀、結構或物理型態為特徵

9/36

食療的成份，如維生素（以
使用乳製品為特徵的見

者，如充氣製品 [8]
4/20

‧‧複合製品，如中間夾心的 [8]

7/00

其他專用於製巧克力或糖食工
業之設備

‧‧含微生物或酶；含輔助醫用或

9/40） [8]
9/38

‧‧含肽或蛋白（以使用乳製品為
特徵的見 9/40） [8]

9/40

‧‧以使用乳製品為特徵的 [8]
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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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含植物或其部分，如果實、種
子、提取物（含樹膠見

多孔的製品 [8]
9/48

的、夾心的 [8]

9/34） [8]
9/44

‧以形狀、結構或物理型態為特徵

9/50

者，如製品有不可食用的支架
（液態製品、用於製造液態製

9/46

A23J

1/00

‧‧複合製品，如多層的、塗層
‧‧有可食用或不可食用支架的製
品，如原錐形帶 [8]

9/52

‧液態製品、用於製造液態製品的

品的呈粉狀、薄片狀或粒狀的

呈粉狀、薄片狀或粒狀的固態

固態製品見 9/52） [8]

製品 [8]

‧‧充氣的、泡沫的、蜂窩狀的或

食用蛋白質組合物；食用蛋白質之加工；食用磷脂組合物 [4]

提取食用蛋白質組合物；整批
打蛋及分離蛋黃與蛋白 [4]

1/02

‧自肉類

1/04

‧自魚類或其他海洋動物

1/06

‧自血液 [2]

1/08

‧自蛋類

1/09

‧‧分離蛋黃與蛋白

1/10

‧自毛髮、羽毛、角、皮、皮革、

3/06

‧‧明膠 [5]

3/08

‧‧乳蛋白質 [5]

3/10
3/12

‧‧‧酪蛋白（乾酪蛋白見 1/22）
[5]
‧‧自血液 [5]

3/14

‧植物蛋白質 [5]

3/16

‧‧自大豆 [5]

3/18

‧‧自小麥 [5]

3/20

‧自微生物或單細胞藻類中之蛋白

骨等
1/12

‧自穀種、小麥、糠麩或廢糖蜜

1/14

‧自豆科或其他蔬菜種籽；自油餅

質 [5]

附註

或其他含油種籽

分入 3/22 至 3/30 目內之技術主

1/16

‧自澱粉廠廢水或類似廢物

1/18

‧自酵母

題，如其重點在於蛋白質之性

1/20

‧自牛奶，如酪蛋白（凝乳或乾酪

質，則亦被分入 3/04 至 3/20 目
中 [8]

見 A23C）
；自乳清
1/22

‧‧乾酪蛋白

3/00

食用蛋白質加工

附註

A-58

‧用組織化處理 [5]

3/24

‧‧用冷凍 [5]

3/26

‧‧用擠壓或膨化 [5]

3/28

‧‧用自溶槽或於溶槽中凝固，如
絲狀纖維 [5]

於 3/04 至 3/20 目內，適用末位

3/30

‧用水解 [5]

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如無

3/32

‧‧用化學試劑 [5]

相反指示，請分入最後適當位

3/34

‧‧‧用酶[5]

7/00

食用磷脂組合物，如卵磷脂 [4]

置[5]
3/04

3/22

‧動物蛋白質 [5]

A23K，L

A23K 專門適用於動物的飼料；專門適用於飼料生產的特殊方法

1/00

（轉見 A23K10/00-10/20，
30/15，40/00）

10/18 ‧‧‧活的微生物 [2016.01]
10/20 ‧從動物來源的材料(通過微生物

1/02

（轉見 A23K10/33）

1/04

（轉見 A23K10/24）

學或生物化學程序獲得見 10/10)
[2016.01]
10/22 ‧‧從魚 [2016.01]

1/06

（轉見 A23K10/38）

10/24 ‧‧從血[2016.01]

1/08

（轉見 A23K10/28）
（ 轉 見 A23K10/10 – 10/22 ，

10/26 ‧‧從廢棄材料，例如羽毛，骨骼

1/10
1/12

（轉見 A23K10/32）

或 皮 膚 （ A23K10/24 優 先 ）
[2016.01]
10/28 ‧‧‧從廢棄乳製品[2016.01]

1/14

（ 轉 見 A23K10/10 - 10/18 ，

10/30 ‧從植物來源之材料，例如根，種

10/26，10/37，30/15 – 30/18）

10/30，10/35 - 10/37）
1/16

（ 轉 見

子或花粉；來自真菌源之材料，

A23K10/40 ， 20/00-

例如菇（通過微生物學或生物化

20/163，20/174 - 20/179）

學程序獲得，例如使用酵母或

1/165 （ 轉 見 A23K20/168 ， 20/184 ，
20/189）
1/17

（轉見 A23K20/195）

1/175 （轉見 A23K10/40，20/20-20/28）

酶，見 10/10）[2016.01]
10/32 ‧ ‧ 從 木 材 或 稻 草 的 水 解 產 物
[2016.01]
10/33 ‧‧從糖蜜[2016.01]

1/18

（轉見 A23K50/00 - 50/90）

10/35 ‧‧從馬鈴薯[2016.01]

1/20

（轉見 A23K40/00 - 40/25）

10/37 ‧‧從廢料（從木材或稻草的水解

1/22

（轉見 A23K50/15）

產物見 A23K10/32 ；從糖蜜見

1/24

（ 轉 見 A23K40/00 - 40/25 ，

A23K10/33）[2016.01]

50/70）

3/00

（轉見 A23K30/00，30/20）

3/02

（轉見 A23K30/10 - 30/18）

3/03

（轉見 A23K30/15 - 30/18）

3/04

（轉見 A23K10/35）

10/00 動物飼料 [2016.01]
10/10 ‧通過微生物學或生物化學程序獲
得者（使用用於青飼料保藏之化
學 品 或 微 生 物 見 30/15 ）
[2016.01]
10/12 ‧‧由天然產物發酵，例如植物材
料，動物廢料或生物量 [2016.01]

10/38 ‧‧‧從蒸餾的或釀造的廢棄物
[2016.01]
10/40 ‧礦鹽石，例如鹽塊[2016.01]

20/00 動物飼料的輔助食品因素
[2016.01]
20/10 ‧有機物質[2016.01]

附註
當分類在 A23K20/105-20/168
時，如該物質具有特定功能，
亦應分類至 A23K20/174-20/195
目中

10/14 ‧‧使用酶之飼料預處理[2016.01]
10/16 ‧‧微生物或其萃取物之添加，例

20/105 ‧‧脂族或脂環族化合物[2016.01]

如單細胞蛋白加入飼料組成物

20/111 ‧‧芳香族化合物[2016.01]

（A23K10/12 優先）[2016.01]

20/116 ‧‧雜環化合物[2016.01]

A-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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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 ‧‧‧含有作為雜原子的氧或硫
[2016.01]
20/126 ‧‧‧‧內酯[2016.01]
20/132 ‧‧‧只含有一個作為雜原子之氮
[2016.01]
20/137 ‧‧‧含有兩個雜原子，其中至少
有一個是氮[2016.01]
20/142 ‧‧氨基酸；其衍生物[2016.01]
20/147 ‧‧‧聚合物之衍生物，例如胜肽
或蛋白質[2016.01]
20/153 ‧‧核酸；水解產物或其衍生物
[2016.01]
20/158 ‧‧脂肪酸；油脂；含有油或脂肪

物[2016.01]
30/18 ‧‧‧使用微生物或酶[2016.01]
30/20 ‧脫水（青飼料的見 A23K30/12）
[2016.01]

40/00 動物飼料的成型或建立[2016.01]
40/10 ‧通過聚結；通過製粒，例如製作
粉末[2016.01]
40/20 ‧通過模制，例如製作蛋糕或壓塊
[2016.01]
40/25 ‧通過擠壓[2016.01]
40/30 ‧通過封裝，通過塗覆[2016.01]
40/35 ‧‧製作膠囊，專門適用於反芻動
物[2016.01]

之產品[2016.01]
20/168 ‧‧類固醇[2016.01]

50/00 專門適用於特定的動物之飼料
[2016.01]

20/174 ‧‧維生素[2016.01]

50/10 ‧用於反芻動物[2016.01]

20/179 ‧‧著色劑，例如色素形成或染色

50/15 ‧‧包含可代謝轉化為蛋白質的，

20/163 ‧‧糖，多醣[2016.01]

例如銨鹽或尿素[2016.01]

劑[2016.01]
20/184 ‧‧激素[2016.01]

50/20 ‧用於馬[2016.01]

20/189 ‧‧酶[2016.01]

50/30 ‧用於豬隻[2016.01]

20/195 ‧‧抗生素[2016.01]

50/40 ‧用於肉食性動物，例如貓或狗
[2016.01]
50/42 ‧‧乾飼料[2016.01]

20/20 ‧ 無 機 物 質 ， 例 如 微 量 元 素
[2016.01]

50/45 ‧‧半濕飼料[2016.01]

附註

50/48 ‧‧濕飼料[2016.01]

於 A23K20/22 – A23K20/28 目
內，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個
階層中，如無相反指示，請分
入最後適當位置[2016.01]

50/50 ‧用於囓齒動物[2016.01]
50/60 ‧用於斷乳仔畜[2016.01]

附註
當分類在 A23K50/60 時，如該

20/22 ‧‧鹼金屬的化合物[2016.01]

斷乳仔畜是包含在 A23K50/10 -

20/24 ‧‧鹼土金屬的化合物，例如鎂
[2016.01]
20/26 ‧‧含磷化合物[2016.01]

50/50 目中之動物，則也應分類
該目中

20/28 ‧‧矽酸鹽，例如珍珠岩，沸石或
膨潤土[2016.01]

30/00 專門適用於 為了生產動物飼料
之材料的保存程序[2016.01]
30/10 ‧青飼料的[2016.01]
30/12 ‧‧脫水[2016.01]
30/15 ‧‧使用用於保存之化學品或微生

A-60

50/70 ‧用於鳥類[2016.01]
50/75 ‧‧用於家禽[2016.01]
50/80 ‧用於水生動物，例如魚類，甲殼
類動物或軟體動物[2016.01]
50/90 ‧ 用 於 昆 蟲 ， 例 如 蜜 蜂 或 蠶
[2016.01]

A23K，L

A23L 未包括於次類 A21D 或 A23B 至 A23J 內之食品、食料或非酒精飲
料；此等之製備或處理，如烹調、營養品質之改進、物理處理 （不能
為本次類完全包括之成型或加工見 A23P）；食品或食料之一般保存 （用
於烘焙的麵粉或麵糰的保存見 A21D [4,8]

1/00
1/01

(轉見 A23L5/00，7/00，9/00，
21/00)
(轉見 A23L5/10)

1/015 (轉見 A23L5/20)
1/025 (轉見 A23L5/30)
1/03

(轉見 A23L29/00)

1/035 (轉見 A23L29/10)
1/05

(轉見 A23L29/20)

1/052 (轉見 A23L29/206)
1/0522 (轉見 A23L29/212 - 29/225)
1/0524 (轉見 A23L29/231)
1/0526 (轉見 A23L29/238)
1/0528 (轉見 A23L29/244)
1/053 (轉見 A23L29/25)
1/0532 (轉見 A23L29/256)
1/0534 (轉見 A23L29/262)
1/054 (轉見 A23L29/269)
1/056 (轉見 A23L29/275)
1/0562 (轉見 A23L29/281)
1/058 (轉見 A23L29/288)
1/059 (轉見 A23L29/294)
1/06

(轉見 A23L21/10)

1/064 (轉見 A23L21/12)
1/068 (轉見 A23L21/15)
1/072 (轉見 A23L21/18)
1/076 (轉見 A23L21/20)
1/08

(轉見 A23L21/25)

1/09

(轉見 A23L29/30，33/125)

1/10

(轉見 A23L7/10)

1/105 (轉見 A23L7/104)
1/16

(轉見 A23L7/109)

1/162 (轉見 A23L7/113)
1/164 (轉見 A23L7/117 - 7/139)
1/168 (轉見 A23L7/143，7/148)

1/172 (轉見 A23L7/152)
1/176 (轉見 A23L7/157)
1/18

(轉見 A23L7/161 - 7/191)

1/182 (轉見 A23L7/196)
1/185 (轉見 A23L7/20)
1/186 (轉見 A23L7/25)
1/187 (轉見 A23L9/10)
1/19

(轉見 A23L9/20)

1/20

(轉見 A23L11/00)

1/201 (轉見 A23L11/10)
1/202 (轉見 A23L11/20)
1/211 (轉見 A23L11/30)
1/212 (轉見 A23L19/00)
1/214 (轉見 A23L19/10)
1/216 (轉見 A23L19/12)
1/2165 (轉見 A23L19/15)
1/217 (轉見 A23L19/18)
1/218 (轉見 A23L19/20)
1/22

(轉見 A23L27/00)

1/221 (轉見 A23L27/10)
1/222 (轉見 A23L27/12)
1/223 (轉見 A23L27/14)
1/224 (轉見 A23L27/16)
1/225 (轉見 A23L27/18)
1/226 (轉見 A23L27/20)
1/227 (轉見 A23L27/21)
1/228 (轉見 A23L27/22)
1/229 (轉見 A23L27/23)
1/23

(轉見 A23L27/24)

1/231 (轉見 A23L27/26)
1/232 (轉見 A23L27/27)
1/234 (轉見 A23L27/28)
1/235 (轉見 A23L27/29)
1/236 (轉見 A23L27/30

A-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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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製備見 C12H3/00）[2]

1/237 (轉見 A23L27/40)
1/238 (轉見 A23L27/50)

2/02

‧含有水果或蔬菜汁者 [2]

1/24

(轉見 A23L27/60)

2/04

‧‧汁液之萃取（萃取汁液之機械

1/27

(轉見 A23L5/40)

或設備見 A23N1/00，A47J

1/272 (轉見 A23L5/41)

19/00）[2]

1/275 (轉見 A23L5/42 - 5/48)

2/06

‧‧‧由柑桔類水果 [2]

1/277 (轉見 A23L5/49)

2/08

‧‧汁液之濃縮或乾燥 [2]

1/28

(轉見 A23L31/00 - 33/15)

2/10

‧‧‧加熱或接觸乾氣體 [2]

1/29

(轉見 A23L33/00)

2/12

‧‧‧通過冷凍 [2]

(轉見 A23L33/10 - 33/12，33/13 33/145)
1/302 (轉見 A23L33/15)

2/14

‧‧‧‧及昇華 [2]

2/38

‧其他非酒精飲料 [2,6]

1/303 (轉見 A23L33/155)

2/39

1/304 (轉見 A23L33/16 - 33/165)

2/395 ‧‧‧有特殊的形狀或形式 [6]

1/305 (轉見 A23L33/17 - 33/195)

2/40

‧起泡組成物 [2]

1/307 (轉見 A23L33/20)

2/42

‧非酒精飲料之保存 [6]

1/308 (轉見 A23L33/21 - 33/29)

2/44

‧‧添加防腐劑 [6]

1/31

(轉見 A23L13/00)

2/46

‧‧加熱 [6]

1/311 (轉見 A23L13/10)

2/48

‧‧‧輻射或電的處理 [6]

1/312 (轉見 A23L13/20)

2/50

‧‧未加熱之輻射或電的處理[6]

1/313 (轉見 A23L13/30)

2/52

‧添加成分（加防腐劑見 2/44）[6]

1/314 (轉見 A23L13/40)

2/54

‧‧與氣體混合 [6]

1/315 (轉見 A23L13/50)

2/56

‧‧香料或苦味劑（增甜劑見

1/30

2/385 ‧非酒精飲料之濃縮物 [6]

1/317 (轉見 A23L13/60)

‧‧乾組成物 [6]

2/60）[6]

1/318 (轉見 A23L13/70)

2/58

‧‧著色劑 [6]

1/32

(轉見 A23L15/00)

2/60

‧‧增甜劑 [6]

1/322 (轉見 A23L15/10)

2/62

‧‧混濁劑；改進混濁安定性的試

1/325 (轉見 A23L17/00)

劑 [6]

1/326 (轉見 A23L17/10)

2/64

‧‧再添加揮發性的芳香成分 [6]

1/327 (轉見 A23L17/20)

2/66

‧‧蛋白質 [6]

1/328 (轉見 A23L17/30)

2/68

‧‧酸化物質 [6]

1/33

2/70

‧非酒精飲料之澄清化或精製；除

(轉見 A23L17/40)

1/333 (轉見 A23L17/50)

去不必要的物質 [6]

1/337 (轉見 A23L17/60)

2/72

‧‧過濾 [6]

1/36

(轉見 A23L25/00)

2/74

‧‧‧使用隔膜，例如滲透作用、

1/38

(轉見 A23L25/10)

1/39

(轉見 A23L23/00)

2/76

‧‧氣體之除去 [6]

1/40

(轉見 A23L23/10)

2/78

‧‧離子交換 [6]

1/48

(轉見 A23L35/00)

2/80

‧‧吸附作用 [6]

2/00

非酒精飲料；其固體組成或濃

2/82

‧‧絮凝作用 [6]

縮物；此等之製備（濃縮湯食見

2/84

‧‧使用微生物或生物的材料，例

23/10；經由除去酒精的非酒精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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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濾 [6]

如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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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食品或食料之一般保存，如專

3/3436 ‧‧‧‧‧氧吸附劑 [5]

用於食品或食料之巴氏法滅

3/3445 ‧ ‧ ‧ 除 CO2 、 N2 、 O2 或 H2O

菌、殺菌（涉及包裝之食品或食

外，含有其他氣體之受控氣

料之保存見 B65B 55/00）

氛中 [5]

3/005 ‧利用輻射或電處理加熱者（乾燥
或烘乾見 3/40）[5]
3/01

‧‧利用微波或電介質加熱 [5]

3/015 ‧採用壓力變化、震盪、加速度、

3/3454 ‧‧以液體或固體形式 [5]
3/3463 ‧‧‧有機化合物：微生物；酶[5]

附註
於 3/3472 至 3/3562 目內，適用

剪切應力處理者 [5]
3/02

3/04

‧利用對包裝物料加熱，該包裝物

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

連續地或分段地逐漸傳送通過加

如無相反指示，請分入最後適

熱裝置（3/005 優先）[5]

當位置 [5]

‧‧包裝物置於環狀鏈或環狀帶傳
送器上者

3/3472 ‧‧‧‧來自動物或植物之不明結

3/06

‧‧包裝物沿螺旋路線傳送者

3/08

‧‧包裝物放於旋轉台上者

3/3481 ‧‧‧‧含氧有機化合物 [5]

3/10

‧利用對包裝物料加熱，該包裝物

3/349 ‧‧‧‧‧含有單鍵連接之氧原子
[5]
3/3499 ‧‧‧‧‧含有雙鍵連接之氧原子
[5]
3/3508 ‧‧‧‧‧含有羧基 [5]

逐漸傳送但不通過加熱裝置
（3/005 優先）[5]
3/12

‧‧包裝物係於加熱介質循環通過
之互通箱內者

構的化合物 [5]

3/14

‧‧包裝物於原處移動者

3/3517 ‧‧‧‧‧‧羧酸酯 [5]

3/16

‧利用對散裝物料加熱（3/005）

3/3526 ‧‧‧‧含氮有機化合物 [5]

優先 [5]

3/3535 ‧‧‧‧含硫有機化合物 [5]

3/18

‧‧於逐漸傳送時通過加熱裝置者

3/3544 ‧‧‧‧含雜環有機化合物 [5]

3/20

‧‧‧沿平板傳送者

3/3553 ‧‧‧‧含磷有機化合物 [5]

3/22

‧‧‧利用管子輸送者

3/3562 ‧‧‧‧糖；及其衍生物 [5]

3/24

‧‧物料呈噴霧狀者

3/3571 ‧‧‧‧微生物；酶[5]

3/26

‧用輻射而不加熱者

3/358 ‧‧‧無機化合物 [5]

3/28

‧‧用紫外線

3/3589 ‧‧‧利用液體保存之設備 [5]

3/30

‧‧用超聲波處理

3/3598 ‧‧‧利用固體保存之設備 [5]

3/32

‧用電流處理不產生加熱作用

3/36

3/34

‧用化學品處理

3/365 ‧‧冷凍後之解凍 [5]

3/3409 ‧‧以氣體形式，如煙熏；組合物
或其設備 [5]

3/37

液態氮，直接接觸 [5]
3/40

真空中 [5]
3/3427 ‧‧‧‧於其中包置或使用吸附劑

3/42

B65D81/26）[5]

‧利用乾燥或烘乾；其後之復原
[5]
‧‧於乾燥前或乾燥過程中加入化
學品 [5]

（具有吸附流體裝置的
食料包裝物見

‧‧加入化學品 [5]

3/375 ‧‧‧於低溫下食品與化學品，如

3/3418 ‧‧‧於受控氣氛內，如在僅包含
CO2 、N2 、O2 或 H2O 之半

‧冷凍；其後之解凍；冷卻 [5]

3/44

‧‧冷凍乾燥 [5]

3/46

‧‧噴霧乾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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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薄層、轉鼓或滾筒乾燥 [5]

為其製備或處理（麥芽釀造的

3/50

‧‧流化床乾燥 [5]

製備見 C12C）[2016.01]

3/52

‧‧泡沫乾燥 [5]

7/10

3/54

‧‧用輻射或電處理，如超聲波
[5]

7/104 ‧‧粉狀的穀類或穀類材料之發

5/00

一般食物或食品之製備或處

（ A23L7/109 ， A23L7/20 優

理；食物或食品由此獲得；
其材料（其一般保存見
A23L3/00）[2016.01]
5/10
5/20

5/30

酵；酶或微生物之添加
先 ； 醬 油 見 A23L27/50 ）
[2016.01]
7/109 ‧‧義大利麵的種類，例如通心粉
或麵條[2016.01]

‧烹調食物一般方法， 例如烘焙
或油炸[2016.01]

7/113 ‧‧‧半熟或速食麵[2016.01]

‧去除不需要的物質，例如除臭或

7/117 ‧ ‧ 薄 片 或 其 他 形 狀 之 即 食 食

排毒（去除不良物， 例如自豆

品； 半成品或部分成品

類 除 去 苦 味 ， 見 A23L11/30 ）
[2016.01]
‧物理處理，例如電氣或磁性裝

（A23L7/143，A23L7/152 優
先）[2016.01]
7/122 ‧‧‧ 包覆，滿佈，多層或中空
之即食榖類食品[2016.01]

置，波能量或照射（保存見
A23L3/00 ， A23B ； 烹 飪 見

7/126 ‧‧‧零食或通過結合，成形或壓
實穀物或穀類片在一起而獲

A23L5/10）[2016.01]
5/40

‧食品著色或脫色[2016.01]

5/41

‧‧過使用添加劑保留或改變自然
的顏色，例如光學增亮劑

7/13

‧‧染料或顏料的添加，例如結合

7/135 ‧‧‧具有相似大小之個別的或非
擠出之薄片，顆粒劑或形

光學增亮劑[2016.01]
5/43

狀，例如早餐穀物[2016.01]

‧‧‧使用天然形成的有機染料或
顏料，其人工複製物或其

7/139 ‧‧‧‧未經處理的粉料或麵團製
成全麥或穀物片[2016.01]

衍生物[2016.01]
5/44
5/46

‧‧‧‧使用類胡蘿蔔素或葉黃素
[2016.01]
‧‧‧ 使用微生物或藻類來源的
染料或顏料[2016.01]

5/47

得之類似物，例如穀物棒
[2016.01]
‧‧‧零食或通過穀物麵團之油煎
炸所獲得類似物[2016.01]

（A23L5/42 優先）[2016.01]
5/42

‧穀物衍生產品[2016.01]

7/143 ‧‧待料理和熱吃的穀物顆粒或薄
片，例如燕麥；重組米製品
[2016.01]
7/148 ‧‧‧未經處理的粉料或麵團製成

‧‧‧使用未涵蓋於 A23L5/43 -

全麥或穀物片[2016.01]

A23L5/46 之合成有機染料

7/152 ‧‧穀類胚芽產品[2016.01]

或顏料 [2016.01]

7/157 ‧‧用於裹粉於肉，魚或類似物之

5/48

‧‧‧‧以其製備之化學製程為特

粉狀顆粒[2016.01]
7/161 ‧‧膨化穀物，例如爆玉米花或爆

5/49

徵之未指定組成化合物
[2016.01]
‧‧通過化學反應除去顏色，例如

米花[2016.01]
7/165 ‧‧‧膨化穀物的製備涉及粉料或

漂白[2016.01

7/00

穀物衍生產品；麥芽產品（豆
類的麥芽產品見 A23L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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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麵團作為中間步驟之製備
[2016.01]
‧‧‧‧通過擠壓[2016.01]

7/174 ‧‧‧膨化穀物的製備從未經處理

A23L

的粉料或麵團製成全麥或穀

13/50 ‧禽製品，例如禽類香腸[2016.01]

物片[2016.01]

13/60 ‧粉碎或乳化肉產品，例如香腸；

7/178 ‧‧‧‧通過帶有或不帶有加熱之
壓力釋放 [2016.01]

從碎肉製品之重組肉 [2016.01]
13/70 ‧拍打過的或調味肉塊，例如通過

7/183 ‧‧‧‧通過加熱而無需使用壓力

注入溶液獲得的；浸軟溶液
[2016.01]

釋放裝置[2016.01]
7/187 ‧‧‧‧‧連續加工裝置[2016.01]
7/191 ‧‧‧膨化榖類之後處理，例如塗
佈或鹽醃[2016.01]
7/196 ‧‧其中原始顆粒形狀被維持的產
品，例如蒸穀米[2016.01]
7/20

‧麥芽產品（豆類的麥芽產品見
A23L11/20；麥芽釀造之製備見
C12C）[2016.01]

7/25

‧‧透過糖化之穀物麥芽或穀物發
酵[2016.01]

15/00

蛋製品；其製備或處理
[2016.01]

15/10 ‧蛋捲[2016.01]

17/00 從海產製作之食物；魚產品；
魚粉；魚卵替代品；其製備或
處理[2016.01]
17/10 ‧魚粉或粉末；顆粒；團塊或薄片
[2016.01]
17/20 ‧魚提取物[2016.01]

處理[2016.01]

17/30 ‧魚卵，例如魚子醬，魚卵替代品
[2016.01]
17/40 ‧貝類[2016.01]

9/10

‧布丁；乾粉布丁[2016.01]

17/50 ‧軟體動物[2016.01]

9/20

‧奶油替代品[2016.01]

17/60 ‧食用海帶[2016.01]

9/00

布丁；奶油替代品；其製備或

11/00 豆類，即豆科植物的果實，用

19/00 從水果或蔬菜製品；其製備或

於生產飼料或食品；豆類製成

處理（豆類見 A23L11/00；果

之產品；其製備或處理，例如

皮醬、果醬、果凍或相似物件

與磷酸鹽處理[2016.01]

A23L21/10；處理散裝之收集水

11/10 ‧快速烹飪豆類[2016.01]
11/20 ‧麥芽產品；發酵的麥芽產品（調
味劑或調味品見 A23L27/00；穀
物 麥 芽 產 品 見 A23L7/20 ）
[2016.01]
11/30 ‧去除不欲之物質，例如苦味物質
[2016.01]

13/00 肉類製品；肉類粉料；其製備
或處理 [2016.01]
13/10 ‧肉粉或粉末；顆粒，團塊或薄片
[2016.01]
13/20 ‧從內臟，例如外皮，皮膚，骨
髓，肚，腳，耳朵或口鼻部（腺
體或骨頭作為加工肉類原料見
A23L13/60）[2016.01]
13/30 ‧肉類萃取物[2016.01]

果或蔬菜見 A23N）[2016.01]
19/10 ‧似塊莖的或類似含澱粉根莖作物
[2016.01]
19/12 ‧‧馬鈴薯[2016.01]
19/15 ‧‧‧不定形乾製品，例如粉末，
薄片，顆粒或團塊[2016.01]
19/18 ‧‧‧烘培或油炸製品，例如點心
或薄片[2016.01]
19/20 ‧ 醃 製 ， 例 如 酸 菜 或 醃 漬 品
[2016.01]

21/00 果皮醬、果醬、果凍或相似
物；來自蜂業之產品；其製備
或處理 [2016.01]
21/10 ‧果皮醬；果醬；果凍；其他類似
的水果或蔬菜的組合物；模擬水
果產品[2016.01]

13/40 ‧含添加物[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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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 ‧ 從 水 果 或 蔬 菜 固 體 衍 生
[2016.01]
21/15 ‧‧從水果或蔬菜汁衍生[2016.01]
21/18 ‧‧模擬水果產品[2016.01]
21/20 ‧來自蜂業之產品，例如蜂王漿或
花粉；替代品[2016.01]
21/25 ‧‧蜂蜜；蜂蜜替代品[2016.01]

23/00 湯；醬料（A23L27/50，
A23L27/60 優先）其製備或處
理[2016.01]
23/10 ‧湯濃縮液，例如粉末或塊狀物
[2016.01]

25/00 主要為堅果仁或種子組成之食
品；其製備或處理[2016.01]
25/10 ‧花生醬[2016.01]

27/00 香料，調味料或調味品；人工
甜味劑；食鹽；食用鹽的替代
品；其製備或處理[2016.01]
27/10 ‧天然香料，調味劑或調味品；其
提取物[2016.01]

用於改變營養品質之添加物見
A23L33/10；基本含不消化之添
加物，如膳食纖維見 A23L
33/21 ) ；其製備或處理[2016.01]
29/10 ‧含乳化劑[2016.01]
29/20 ‧含有膠凝劑或增稠劑（果皮醬、
果醬、果凍或其它類似的水果
或 蔬 菜 成 分 見 A23L21/10 ）
[2016.01]
29/206 ‧‧植物性[2016.01]
29/212 ‧‧‧澱粉；修飾澱粉；澱粉衍生
物，例如酯或醚（含澱粉
水解物，例如糊精見
A23L29/30）[2016.01]
29/219 ‧‧‧‧化學改良的澱粉；澱粉與
其 它化學 品的反 應或 複
合製品[2016.01]
29/225 ‧‧‧‧粉狀增稠劑，除了分離澱
粉或衍生物[2016.01]
29/231 ‧‧‧果膠；其衍生物[2016.01]
29/238 ‧‧‧從種子，例如刺槐豆膠或瓜

27/12 ‧‧從水果，例如精油[2016.01]

爾 膠 (A23L 29/212, A23L

27/14 ‧‧乾燥香料[2016.01]

29/231 優先) [2016.01]

27/16 ‧‧‧洋蔥[2016.01]

29/244 ‧‧‧從球莖，塊莖或根 例如葡

27/18 ‧‧芥末[2016.01]

甘聚醣(A23L 29/212 優先)
[2016.01]
29/25 ‧‧‧滲出物，如阿拉伯樹膠，阿

27/20 ‧ 合 成 香 料 ， 調 味 劑 或 調 味 品
[2016.01]
27/21 ‧‧含氨基酸[2016.01]
27/22 ‧‧‧含有麩胺酸[2016.01]
27/23 ‧‧含有核苷酸[2016.01]
27/24 ‧‧通過發酵製備[2016.01]
27/26 ‧‧肉味風味[2016.01]
27/27 ‧‧煙霧風味 [2016.01]
27/28 ‧‧咖啡或可可風味 [2016.01]
27/29 ‧‧水果風味[2016.01]
27/30 ‧人工甜味劑[2016.01]
27/40 ‧食鹽；食用鹽的替代品[2016.01]
27/50 ‧醬油[2016.01]
27/60 ‧ 沙 拉 醬 ， 美 乃 滋 ， 番 茄 醬
[2016.01]

29/00 食品或含有添加劑的食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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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樹膠，刺梧桐樹膠或
黃蓍膠[2016.01]
29/256 ‧‧‧從海藻，例如藻酸鹽，洋菜
或紅藻膠[2016.01]
29/262 ‧‧‧纖維素；其衍生物，例如醚
[2016.01]
29/269 ‧‧源自於微生物，例如黃原膠或
葡聚醣[2016.01]
29/275 ‧ ‧ 源 自 於 動 物 ， 例 如 甲 殼 素
[2016.01]
29/281 ‧ ‧ ‧ 蛋 白 ， 例 如 膠 質 或 膠 原
[2016.01]
29/288 ‧‧合成樹脂，例如聚乙烯吡咯烷
酮[2016.01]
29/294 ‧‧無機添加劑，例如二氧化矽
[2016.01]

A23L

29/30 ‧含碳水化合物糖漿；含有糖；含
有糖醇，例如木糖醇；含澱

33/165 ‧‧‧複合物或螯合物[2016.01]

（A23L21/20 優先；人工甜味

33/17 ‧ ‧ 氨 基 酸 ， 胜 肽 或 蛋 白 質
[2016.01]
33/175 ‧‧‧氨基酸[2016.01]

劑見 A23L27/30）[2016.01]

33/18 ‧‧‧胜肽，蛋白水解物[2016.01]

粉水解產物，例如糊精

31/00 食用提取物或真菌製備；其製
備或處理 [2016.01]
31/10 ‧酵母或其衍生物[2016.01]
31/15 ‧‧提取物[2016.01]

33/00 修改食品營養品質；食用產
品；其製作或處理[2016.01]
33/10 ‧使用添加劑（A23L33/21 優先）
[2016.01]
33/105 ‧‧植物提取物，其人工複製品或
其衍生物[2016.01]
33/11 ‧‧‧植物固醇類或其衍生物，例
如植物固醇[2016.01]
33/115 ‧‧脂肪酸或其衍生物；脂肪或油
[2016.01]
33/12 ‧‧‧脂肪酸或其衍生物[2016.01]
33/125 ‧‧含碳水化合物糖漿；含有糖；
含糖醇；含有澱粉水解物
（ 不 消 化 的 物 質 見
A23L33/21）[2016.01]
33/13 ‧ ‧ 核 酸 或 其 衍 生 物 （ A23L33/
145 優先）[2016.01]
33/135 ‧‧細菌或其衍生物，例如益生菌
[2016.01]
33/14 ‧‧酵母或其衍生物[2016.01]
33/145 ‧‧‧提取物[2016.01]

33/185 ‧‧‧植物蛋白[2016.01]
33/19 ‧‧‧乳蛋白[2016.01]
33/195 ‧ ‧ ‧ 來 自 於 微 生 物 的 蛋 白 質
[2016.01]
33/20 ‧減少營養價值；降低營養價值之
食用產品 [2016.01]
33/21 ‧‧基本上不消化物質之添加物，
例如膳食纖維（膠凝劑或增
稠 劑 的 添 加 見 A23L29/20 ）
[2016.01]
33/22 ‧‧‧搗碎的植物纖維部位，例如
蔗渣漿或果肉漿[2016.01]
33/24 ‧‧‧纖維素或其衍生物[2016.01]
33/25 ‧‧‧合成聚合物，例如乙烯基或
丙烯酸聚合物[2016.01]
33/26 ‧‧‧‧多元醇聚酯，例如蔗糖聚
酯；合成糖聚合物，例
如聚葡萄糖[2016.01]
33/28 ‧‧‧動物源物質，例如明膠或膠
原[2016.01]
33/29 ‧‧‧礦物質， 例如礦物油或粘
土[2016.01]

35/00 未包括在 A23L5/00 A23L33/00 之食物或食品；其
製備或處理[2016.01]

33/15 ‧‧維生素[2016.01]
33/155 ‧‧‧維生素 A 或 D[2016.01]
33/16 ‧‧無機鹽，礦物質或微量元素
[2016.01]

A23N 其他類不包括之處理大量收獲的水果、蔬菜或花球莖之機械或設備裝
置；大量蔬菜或水果之去皮；製備牲畜飼料設備（切割草類或飼料機械
見 A01F29/00；碎裂，如切碎見 B02C；切斷，如切割、割裂、切片見
B26B，D）

次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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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N

乾燥裝置 .................................................. 1/00

製備牲畜飼料裝置................................. 17/00

去核或除去含籽部分之機械........ 3/00，4/00

其他處理機械 ......................... 11/00 至 15/00

去穀、去莢、分裂或去皮機械.... 5/00，7/00

1/00

汁液提取機械或裝置（水果或蔬

5/08

（用於花生者見 5/01）

菜汁或其製備見 A23L2/00；供家
用者見 A47J31/00；榨汁壓機見

‧用於去除堅果肉質或纖維殼者

7/00

蔬菜或水果之去皮（洋蔥去皮之

B30B）

裝置見 15/08；家用去皮機械見

1/02

‧與碎裂或切割結合者

A47J17/00）[3]

3/00

‧以進料裝置為特徵之水果去芯或
去核機械（4/00 優先）[2]

7/01

‧利用化學物質，如鹼液 [2,3]

7/02

‧馬鈴薯、蘋果或類似形狀之蔬菜

3/02

‧有進料滾筒者

3/04

‧有進料環帶者

7/04

‧蘆筍之去皮（7/01 優先）[3]

3/06

‧有進料台者

7/08

‧用於水果去皮及去除含籽部分者

4/00

以去核或除籽裝置為特徵之水

7/10

‧傳動機械

果去核或去除含籽部分之機械

11/00 由梗中去除髓

（用於水果去皮及去除含籽部分者

12/00 用於清潔、漂白、乾燥或烘焙

見 7/08，家用去果核裝設見
A47J23/00，去果芯者見
A47J25/00）[2,3]
4/02

‧用於去果核者 [2]

4/04

‧‧用於桃、李、杏或其同類物[2]

4/06

‧‧用於櫻桃或其同類物（4/04 優
先）[2]

4/08

‧‧用於棗、橄欖或其同類長橢圓
形水果者 [2]

4/10

‧‧用於有極小種籽之水果者，如
葡萄乾 [2]

4/12

‧用於去果蕊者 [2]

4/14

‧‧用於蘋果、梨或其同類物 [2]

4/16

‧‧用於蕃茄或其同類物 [2]

4/18

‧‧用於柑桔類水果者 [2]

4/20

‧‧用於菠蘿者 [2]

4/22

‧劈開及去核兩用者 [2]

4/24

‧用於由切開水果去除含籽部分者
[2]

5/00

用於去穀、去莢或敲破堅果之
機械

5/01

‧用於花生 [2]

5/03

‧用於椰子（5/08 優先）[2]

A-68

或水果之去皮（7/01 優先）[3]

水果或蔬菜，如咖啡、可可、
堅果之機械（處理，如烘焙咖啡
或可可之方法見 A23F、G；清
潔，如洗滌，或乾燥穀物見
B02B1/00；為清潔將固體從固體
中分離見 B07B；一般清潔見
B08B；加熱裝置本身，參見有關
之類，如 F24；一般乾燥機械見
F26B）[3]
12/02 ‧用於清洗或漂白（12/06 優先；
漂白方法見 A23B7/06）[3]
12/04 ‧‧用於漂白 [3]
12/06 ‧用於清潔或漂白，與隨後乾燥相
結合 [3]
12/08 ‧用於乾燥或烘焙（12/06 優先）
[3]
12/10 ‧‧旋轉式烘焙器 [3]
12/12 ‧‧烘焙機械之輔助裝置 [3]

15/00 為人類應用目的之其他處理水
果或蔬菜之機械或裝置；花球
莖之剪頂或去皮之機械裝置 [3]
15/01 ‧用於抱子甘藍由莖桿去皮 [2]
15/02 ‧用於水果去莖、刺穿或去皮者；

A23N,P

去除薯類發芽部分者
15/04 ‧用於水果或蔬菜去頂之裝置（洋
蔥去頂見 15/08）[2]
15/06 ‧水果之其他處理裝置，如標誌、
催熟、擦亮
15/08 ‧用於洋蔥或花球莖去頂或去皮之

15/12 ‧用於剪斷或串聯豆粒 [3]

17/00 專用於製備牲畜飼料之設備裝
置
17/02 ‧飼料搗碎機（家用之搗碎薯類或
其他飼料工具見 A47J19/04）

裝置 [2]
15/10 ‧用於豌豆或豆類去殼 [2]

A23P 未為其他單一次類所完全包括之食料成形或加工
附註
除 A23 之其他次類外，注意與食料成形及加工有關者 A01J，A21C，
A22C，A47J，B02C 等次類

1/00

(轉見 A23P10/00 - 10/10)

1/02

(轉見 A23P10/20 - 10/28)

1/04

(轉見 A23P 10/30，10/35)

1/06

(轉見 A23P10/40 - 10/47)

1/08

(轉見 A23P20/00 - 20/25)

1/10

(轉見 A23P30/00 - 30/10)

1/12

(轉見 A23P30/20 - 30/25)

1/14

(轉見 A23P30/30 - 30/38)

1/16

(轉見 A23P30/40)

10/35 ‧‧用油，脂類，甘油單酯或甘油
二酯[2016.01]
10/40 ‧製作自由流動粉末或速溶粉，即
加入液體時迅速重組之粉末
（ A23P10/20 ， 10/30 優 先 ）
[2016.01]
10/43 ‧‧使用抗結塊劑或改善流動性之
試劑，添加期間或之後粉末
成形[2016.01]
10/47 ‧‧使用的添加劑，例如乳化劑，
潤濕劑或粉塵結合劑[2016.01]

10/00 以製品為特徵之食品的塑造或
加工 [2016.01]
10/10 ‧在一個非食用支撐構件上固定食
品[2016.01]
10/20 ‧結塊；製粒；壓片[2016.01]
10/22 ‧‧磨碎的固體顆粒之結塊或造
粒，例如在自由落下帷幕
[2016.01]
10/25 ‧‧通過擠壓或通過壓力之結塊或
造粒， 例如通過小孔，通過
篩網或表面之間的[2016.01]
10/28 ‧‧製片，使食物棒由乾燥的粉狀
混合物進行壓縮[2016.01]
10/30 ‧顆粒的封裝，例如食品添加劑
[2016.01]

20/00 食品的塗料；其塗料；製作層
疊，多層，填滿或空心食品
[2016.01]
20/10 ‧ 食 用 塗 料 ， 例 如 與 油 或 脂 肪
[2016.01]
20/12 ‧‧應用粉末或顆粒至食品之裝
置，例如用於麵包屑；這種
的設備與預濕潤或拍打之裝
置結合 [2016.01]
20/13 ‧‧‧涉及旋轉裝置內之食品的攪
動， 例如鼓輪[2016.01]
20/15 ‧‧用液體或半液體產品之塗覆之
設備或程序[2016.01]
20/17 ‧‧‧通過浸漬[2016.01]
20/18 ‧‧‧通過噴塗，流化床塗層或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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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N

造的塗層（結合裹粉見

30/25 ‧‧不同食品的共擠壓[2016.01]

A23P20/12）[2016.01]

30/30 ‧膨化或擴大[2016.01]

20/20 ‧製作層疊，多層，填滿或空心食
品，例如通過在預製食用麵片或
在食用食品容器之包覆[2016.01]
20/25 ‧‧填充或填料夾心食品片，例如
結合芯或製造空腔[2016.01]

30/00 以程序或設備為特徵之食品的
塑造或加工（A23P10/00、
20/00 優先）[2016.01]
30/10 ‧成型[2016.01]
30/20 ‧擠出[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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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2 ‧‧通過壓力釋放，例如爆炸膨
化；真空處理[2016.01]
30/34 ‧‧‧通過擠壓膨脹[2016.01]
30/36 ‧‧‧在連續加工裝置[2016.01]
30/38 ‧‧通過加熱 （結合釋放壓力或
真 空 處 理 見 A23P30/32 ）
[2016.01]
30/40 ‧起泡或攪打[2016.01]

A24B

A24

煙草；雪茄煙；紙煙；模擬吸煙裝置；吸煙者用品

附註[2020.01]
在此類中，以下術語或詞語意指：
裝置”是指模擬吸煙行為的裝置，不燃燒煙草，例如 所謂的
電子煙；
—裝有煙草或煙草替代品的一小包之包裝，人們可直接點燃煙或燃燒其
中煙草（或煙草替代品）來吸煙；
—廣義而言，它還意味著裝有煙草或煙草代用品的一小包包裝，該小包
裝紙在製造時與熱源相關聯，或者由使用者插入裝有熱源的裝置
中，並在其中加熱煙草（或煙草替代用品）沒有被燃燒。廣義而
言，“桿”一詞也經常代替香煙。

A24B 吸煙或嚼煙之製造或製備；煙草；鼻煙
次類索引
製備 ............................................... 1/00，3/00

扭捻機 .................................................... 11/00

除梗；切割；

化學處理 ................................................ 15/00

使潮濕 ..................... 5/00；7/00；3/00，9/00

煙草 ........................................................ 13/00

1/00

機見 A01D45/16）
1/02

‧在貯倉內對煙草進行預處理之設
備，例如配備乾燥裝置者

1/04

柄

於種植園內製備煙草（煙草收獲

‧篩選、分類、清潔或去除煙草中

3/08

‧摻混煙草

3/10

‧烤製或冷卻煙草

3/12

‧煙草的蒸、調製或加香

3/14

‧形成再製煙草產品，如外包煙葉
材料、煙紙、仿造煙葉、煙條、

之雜質（以篩選、分類進行之提

煙餅；此類產品之形式 (粉飾見

純一般見 B07B）
1/06

‧串聯煙葉

1/08

‧煙葉用懸掛裝置

1/10

‧包裝或壓緊煙草

3/00

於煙廠內製煙草

3/02

‧令已包裝之生煙草潮濕（包裝潮
濕煙草用容器見 B65D81/22）

3/04

‧潮濕或乾燥成捆之煙草或煙絲
（3/12 優先）

3/06

‧鬆解煙葉或煙絲（3/07 優先）

3/07

‧切割或去除黏連之煙葉；切除葉

A24C1/40；煙草或卷紙見 D21H)
3/16

‧分類或排列煙葉

3/18

‧煙葉之其他處理，例如膨化、捲
曲、清潔

5/00

煙葉除梗；處理煙梗或葉肋

5/02

‧利用撥出煙梗

5/04

‧利用切去煙梗

5/06

‧利用剝去煙梗之煙葉部分

5/08

‧利用切去、刮去、壓平煙梗或葉
肋之粗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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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B,C

5/10

‧利用壓碎煙葉隨後分離

5/12

‧除梗之輔助裝置

5/14

‧使煙葉或煙梗變平之機械

5/16

‧煙梗或葉肋之其他處理，例如：
弄彎、切細、切開（使潮濕見

（3/00 優先）[1,2006.01]
15/10 ‧煙草製品或煙草代用品之化學特
徵 [3]
15/12 ‧‧再製煙草者 [3]
15/14 ‧‧‧由煙草與一種並非來自煙草
之黏結劑製成 [3]

3/04）

7/00

切割煙草（手工切割工具見
B26B；切片一般見 B26D1/00，
3/00）

7/02

‧用附往復式刀之機器

7/04

‧用附旋轉式刀之機器

7/06

‧‧用兩套配合刀盤

7/08

‧‧用若干連續動作之刀

7/10

‧‧‧有與進料方向平行之切割刀
軸

7/12

‧‧‧有與進料方向呈垂直之切割
刀軸

7/14

‧煙草切割設備之進料或調控裝置

9/00

煙草產品含水量之控制，例如
雪茄煙、紙煙、斗煙（吸煙者用

15/16 ‧‧煙草代用品者
[3,2006.01,2020.01]
15/167 ‧‧‧液體或可蒸發形式，例如：
電子煙的液體組合物
[2020.01]
15/18 ‧煙草製品或煙草代用品之處理
[3]
15/20 ‧‧生化處理 [3]
15/22 ‧‧以應用電能或波能或粒子輻射
[3]
15/24 ‧‧應用提取；煙草萃取液 [3]
15/26 ‧‧‧應用有機溶劑之提取 [3]
15/28 ‧‧應用化學物質 [3]

附註

以控制煙草產品含水量之裝置見

於 15/30 至 15/42 次目內，適用

A24F25/00）

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
如無相反指示，請分入最後適

11/00 煙葉扭捻機
13/00 煙斗用煙草、雪茄用煙草，例
如雪茄填充煙、或紙煙用煙
草；嘴煙；鼻煙（機械處理見

當位置[3]
15/30 ‧‧‧應用有機物質 [3]
15/32 ‧‧‧‧應用無環化合物 [3]
15/34 ‧‧‧‧含有一個碳環而非為一個

3/00 至 11/00；再製煙草產品見

六節芳環 [3]

3/14；煙草之化學特牲或處理見

15/36 ‧‧‧‧含有一個雜環 [3]

15/00）

15/38 ‧‧‧‧‧只有氮作為雜原子 [3]

13/02 ‧煙草之片或屑

15/00 煙草之化學特性或處理；煙草
代用品，例如 ：以液體形式

15/40 ‧‧‧‧‧只有氧或硫成為雜原子
[3]
15/42 ‧‧‧應用有機及無機物質 [3]

A24C 製造雪茄煙或紙煙之機械

製造雪茄煙

A-72

1/00

製造雪茄煙之部件（兩個或兩個
以上製造雪茄煙之部件組合見

A24C,D

器

3/00；安裝或連接過濾嘴或煙嘴見

1/02

5/47，5/52；切割機一般見

5/10

‧附有包捲滾筒之機器

B26D）

5/12

‧切割填滿及捲成之紙煙的末端

‧帶有或不帶有計量分配裝置之煙

5/14

‧連續桿式機器（煙草進料裝置見

草進料設備
1/04

‧切割雪茄煙黏合劑或外包煙葉用
之設備

5/39）
5/18

‧‧形成桿

5/20

‧‧捲軸；線軸支架；其他附件

1/08

‧製造煙草束

5/22

‧‧褶縫紙邊接口

1/10

‧‧帶有包捲用檔板與工作台之捲

5/24

‧‧黏接縫口

5/26

‧‧弄乾縫口

束機械
1/12

‧‧帶有包捲滾筒之捲束機械

5/28

‧‧切斷煙桿

1/14

‧‧帶有抓爪之捲束機械

5/30

‧‧‧附有磨刀裝置之機器

1/16

‧處理捲束

5/31

‧‧於機器起動、放慢或有故障時

1/18

‧‧雪茄捲束用之模或壓機

投入運轉的專門裝置，例如

1/20

‧‧‧雪茄捲束用之旋轉模

用於轉移或中斷連續桿

1/22

‧‧滾壓形成之捲束

1/24

‧‧按長度切割捲束

1/26

‧加外包煙葉

1/28

‧‧外包煙葉傳送機械

1/30

‧‧對捲束加外包煙葉之設備

5/33

裝煙桿或紙煙條件調節煙草進料
[1,2006.01]
‧‧收集或整理裝置

1/32

‧‧形成雪茄煙嘴之設備（過濾

5/34

‧‧檢查紙煙或桿，例如為調節煙

5/32

‧分開、整理、計數或檢查紙煙
（有關包裝見 B65B19/00）；按

1/34

‧‧塗敷黏接劑之裝置

1/36

‧‧按長度切割包好之捲束

草進料；除去不合格的紙煙
[1,2006.01]
5/343 ‧‧‧用機械方法，例如探觸器

1/38

‧雪茄煙之最後處理，例如揀選分

5/345 ‧‧‧除去不合格的紙煙（5/31 優

嘴，煙嘴見 A24D3/00）

先）

類（乾燥雪茄見 A24B9/00）
1/40

‧‧褪光或粉飾雪茄煙

1/42

‧‧標記、印字或裝飾雪茄煙

1/44

‧‧包捲與壓製雪茄煙之設備

3/00

製造雪茄煙之完整過程；兩個

5/35

‧由製造機至包裝機輸送紙煙用之
傳送設備的改進

5/352 ‧‧使用容器，即船形器
3/354 ‧‧‧於製造機處裝進船形器
5/356 ‧‧‧排空船形器進入包裝機漏斗

或多個製造雪茄煙的部件組合
5/00

（漏斗結構見 B65B19/04）

製造紙煙；製造雪茄煙或紙煙

5/358 ‧‧‧船形容器結構

之煙嘴材料，或連接過濾嘴或

5/36

分

煙嘴於雪茄煙或紙煙上

5/02

[1,3,2006.01,2020.01]
‧為模擬吸煙裝置而製作紙煙
[2020.01]
‧紙煙填料機器

5/04

5/01

‧由不合格紙煙去除包紙或其他部

5/38

‧與印字機結合之機器

5/39

‧煙草進料裝置（按桿或紙煙條件
調節進料者見 5/34） [1,2006.01]

5/40

‧製作紙煙用之手動裝置

‧‧有連續裝填桿者（5/14 優先）

5/42

‧‧袖珍紙煙裝填器

5/06

‧‧有壓製箱者

5/44

‧‧袖珍紙煙捲煙器

5/08

‧附有包捲用之檔板及工作台之機

5/46

‧製作紙煙用紙管（製作紙管一般

A-73

A24C,D

見 B31C）
5/47

‧連接過濾嘴或煙嘴至雪茄或紙煙

折疊
5/56

‧用機械方法製作煙嘴材料，例如

5/58

雪茄煙或紙煙嘴用之片狀軟木
[1,2006.01]
‧‧加煙嘴材料

5/60

‧紙煙之最後處理，例如標記、印

上，如將過濾嘴插入紙煙或其煙
嘴上（5/52 優先） [3,2006.01]
5/52

‧連結過濾嘴或煙嘴至紙煙桿或煙
桿上[1,2006.01]

5/54

字、印商標、裝飾

‧於裝填煙草後，將紙煙紙管兩端

A24D 雪茄；紙煙；煙油濾芯；雪茄煙或紙煙之煙嘴；煙油濾芯或煙嘴之製
造

1/00

雪茄；紙煙 [1,2006.01,2020.01]

1/02

‧有專門外皮者

1/04

‧有煙嘴或過濾嘴者（煙嘴，過濾
嘴本身見 3/00）

1/08

‧附有點燃裝置者 (引火成分見

1/10

C06C15/00 ； 點 燃 器 本 身 見
F23Q)
‧附有熄火器者

1/12

‧附有放煙灰附件、夾持器或其他
裝置者

1/14

‧煙斗用之煙盒

1/16

‧雪茄煙或紙煙用條飾（加條飾機
器見 B65C）

1/18

‧選擇除煙草以外適於吸煙用之材
料

1/20
1/22

‧特別適合模擬吸煙裝置的香煙
[2020.01]
‧帶有整合可燃熱源的香煙，例
如：含碳質熱源 [2020.01]

3/00

A24F 7/00） [3,2006.01,2020.01]
3/02

‧煙油濾芯之製造（過濾器的紙或
纖維素材料之製造見 D21） [3]

3/06

‧以形狀或結構為特徵之煙油濾芯
[3]
‧煙油濾芯材料之使用 [3]

3/08

‧‧有機材料為載體或主要成分者

3/04

（以離子交換材料者見
3/12） [3]

3/12

‧‧‧以纖維素或纖維素衍生物者
[3]
‧‧離子交換材料者 [3]

3/14

‧‧有機材料作為添加物者（離子

3/10

交換材料者見 3/12） [3]
3/16

‧‧無機材料者 [3]

3/17

‧‧專門用於模擬吸煙裝置的濾嘴
[2020.01]
‧雪茄或紙煙之煙嘴；其製造

3/18

（3/02 優先；製作煙嘴材料，或
將之用於雪茄或紙煙之煙嘴見

煙油濾芯，如過濾嘴、過濾插

A24C 5/56；用塑料或塑性狀態

入物；專門用於模擬吸煙裝置的

之材料生產雪茄煙或紙煙煙嘴見

濾嘴；雪茄或紙煙之煙嘴（用於

B29D23/14，以金屬製成者，參

煙斗，用於雪茄或紙煙之煙嘴見

看 B 部之有關次類） [3]

A24F 吸煙者用品；火柴盒；模擬吸煙裝置（形似雪茄、捲煙或煙斗狀之醫療
用途的吸入器見 A61M 15/06）

次類索引

A-74

A24D,F

煙斗；煙嘴

................................. 13/00，15/00，17/00

一般結構 ............................................. 1/00

火柴容器或盒 ........................... 27/00，29/00

特種煙斗 ....................... 1/28，1/30，3/00

電動之吸煙用具 .................................... 40/00

煙鍋；煙嘴 .............................. 5/00；7/00

除電動操作外之模擬吸煙裝置 ............ 42/00

附件；調味 ............................ 9/00；11/00

其他吸煙者用品 ................. 19/00 至 25/00，

吸雪茄、紙煙的器具或模擬吸菸裝置

................................................... 31/00，47/00

煙斗
1/00

煙斗 [1,2006.01]

1/02

‧有清潔或冷卻煙霧裝置者（水煙
筒見 1/30）

5/14

‧‧有風屏

7/00

煙斗用煙嘴；雪茄煙用煙嘴或
紙煙用煙嘴

7/02

‧有可拆開之連接構件

7/04

‧附有煙霧過濾器（用於此之過濾
器見 A24D3/00）

1/04

‧‧有煙膛或口水收集器者

1/06

‧‧‧於煙斗內者

9/00

吸煙者煙斗用附件

1/08

‧‧‧‧於煙嘴桿內者

9/02

‧煙斗用塞煙具，即填塞煙草入斗

1/10

‧‧‧‧於煙鍋內者

1/12

‧‧‧於煙斗外者

1/14

‧‧‧‧有液體容器者

1/16

‧‧有 Z 形或類似煙道者

9/06

‧‧用於煙桿者，如刷子，針，繩

1/18

‧‧有非吸收性襯者

9/08

‧‧清潔成套裝置

1/20

‧‧有吸收性襯者

9/10

‧‧用於煙鍋者，如刮具，附有切

1/22

‧‧有用空氣冷卻裝置者，例如雙
壁之煙斗

之裝置（結合煙盒者見 23/04）
9/04

‧煙斗用清潔器件（結合煙斗見
3/02）

齒之煙鍋清潔器
9/12

‧‧用蒸汽，空氣或水清潔煙斗之

1/24

‧由下面點燃煙草者

1/26

‧有裝煙器件者

9/14

‧煙斗用台座或支架

1/28

‧管狀煙斗，例如雪茄煙形

9/16

‧煙斗或其部件用之保護套或盒子

1/30

‧水煙筒

1/32

‧煙斗材料之選擇

11/00 煙斗之調味

3/00

結合有其他物件之煙斗（手杖或

13/00 吸雪茄煙或紙煙之器具

笞杖上裝吸煙用具見 A45B3/16）

13/02 ‧雪茄煙或紙煙之煙嘴（煙嘴見

3/02

‧有清潔用具者

煙斗用部件或附件；煙嘴

器具

7/00）
13/04 ‧ ‧ 有 清 潔 或 冷 卻 煙 霧 裝 置 者
[1,2006.01]
13/06 ‧‧‧附有煙霧過濾器（過濾器見

5/00

煙斗用之煙鍋

5/02

‧擱置一邊時有保持直立之裝置

5/04

‧有進入空氣之孔穴

5/06

‧有陶製者或類似的物件插入物

13/10 ‧‧有煙斗頂出器者

5/08

‧‧有格子，濾網或類似物者

13/12 ‧結合其他物件者，例如書房用具

5/10

‧煙鍋蓋，附著的與可拆卸者

（結合手杖或傘柄者見 A45B

5/12

‧‧附有塞子者

3/16）

A24D3/00）
13/08 ‧‧有特種裝置者，例如抓持雪茄
煙或紙煙之尖針或夾子

A-75

A24F

13/14 ‧‧保護盒
13/16 ‧雪茄煙或紙煙用安全套，以防止
燃著的煙灰之損害
13/18 ‧雪茄煙或紙煙用之熄火器
13/20 ‧‧切斷煙燼之用具
13/22 ‧吸煙時夾持雪茄煙或紙煙之支夾
13/24 ‧雪茄煙之截斷器、切開器或穿孔
器，例如結合點燃器者
[1,2006.01]
13/26 ‧‧形成袖珍裝置
13/28 ‧用於雪茄煙吹熄之裝置
13/30 ‧產生煙象及煙圈之設備
[1,2006.01]

15/00 專門適用於雪茄、紙煙、模擬

21/00 吸煙者用具支架
23/00 煙草、鼻煙或嚼煙盒
23/02 ‧煙草袋
23/04 ‧‧結合有其他物件，例如有煙斗
用裝煙器

25/00 吸煙者用以控制雪茄、紙煙或
煙草之濕度或其香味之裝置
[1,2006.01]
25/02 ‧調濕裝備

27/00 火柴容器或盒（擦火表面之成
分、火柴見 C06F）[1,2006.01]
27/02 ‧有分開貯存火柴裝置者
27/04 ‧火柴容器用保護罩

吸煙裝置或其他香煙的容器或

27/06 ‧有防風裝置者

盒（適用於車輛上的見

27/08 ‧火柴盒支座[1,2006.01]

B60N3/12，專門適用於紙煙包裝

27/10 ‧支在牆壁上之火柴或火柴盒容器

見 B65D 85/10）

27/12 ‧火柴簿

[1,2006.01,2020.01]

27/14 ‧火柴分配器；於長片上排列火柴

15/01 ‧特別適用於模擬吸煙裝置或其香

用分配器[1,2006.01]

煙（與殼體在結構上相關聯的電

27/16 ‧‧袖珍用者

池充電裝置見 40/95） [2020.01]

27/18 ‧‧‧有防止自燃裝置者

15/015 ‧‧具有用於補充液態可吸入前驅
物的裝置 [2020.01]

27/20 ‧‧‧火柴分配後有點燃裝置者；
27/22 ‧‧家用者

15/02 ‧家用者 [8]

27/24 ‧‧‧有防止自燃裝置者

15/04 ‧‧有釋放出單支雪茄煙或紙煙用

27/26 ‧‧‧火柴分配後有點燃裝置者；

之器件者
15/06 ‧‧有向別人敬煙裝置者（15/04
優先） [2]
15/08 ‧‧結合有其他物件者
15/10 ‧‧‧有點火器者

火柴長片點燃器

29/00 點燃火柴裝置；燃著的火柴之
夾具
31/00 煙斗棍；分隔火柴用之裝置

15/12 ‧袖珍者
15/14 ‧‧有釋放出單支雪茄煙或紙煙用

模擬吸煙裝置 [2020.01]

之器件者
15/16 ‧‧有向別人敬煙裝置者（15/14
優先） [2]
15/18 ‧‧結合有其他物件者
15/20 ‧每支雪茄煙或紙煙有分開間隔者

17/00 紙煙用紙容器 [1,2006.01]

其他吸煙者用品

A-76

40/00 電動吸煙裝置；其組成部分；製
造；維護或測試；專門為之充
電的裝置[2020.01]
40/05 ‧沒有加熱裝置的設備[2020.01]
40/10 ‧使用液態可吸入前驅物的裝置
[2020.01]
40/20 ‧使用固態可吸入前驅物的裝置
[2020.01]

A24F

40/30 ‧使用二或多種結構上分開的可吸
入前驅物的裝置，例如：在兩個
匣筒中使用兩種液態前驅物
[2020.01]
40/40 ‧結構細部，例如：匣筒和電池部
件的連接 [2020.01]

40/60 ‧ 具 有 整 合 使 用 者 介 面 的 裝 置
[2020.01]
40/65 ‧具有整合通訊方式的裝置，例
如；Wi-Fi [2020.01]
40/70 ‧生產製造 [2020.01]
40/80 ‧測試 [2020.01]

40/42 ‧‧可吸入前驅物的匣筒或容器
[2020.01]
40/44 ‧‧吸液芯 [2020.01]

40/85 ‧維護，例如：清潔 [2020.01]

40/46 ‧ ‧ 電 加 熱 裝 置 的 形 狀 或 結 構
[2020.01]
40/465 ‧‧‧專門用於感應加熱的
[2020.01]
40/48 ‧‧流體傳輸裝置，例如：泵(幫

40/95 ‧‧在結構上與外殼有關 [2020.01]

40/90 ‧特別適用為其電池充電的裝置或
方法 [2020.01]

42/00 除電動操作外的模擬吸煙裝
置； 其組成部分； 製造或測試
[2020.01]

40/49 ‧‧兒童防護 [2020.01]

42/10 ‧具有化學加熱方式的裝置
[2020.01]
42/20 ‧不具有加熱方式的裝置 [2020.01]

40/50 ‧控制或監控 [2020.01]

42/60 ‧結構細部 [2020.01]

40/51 ‧‧感應器的配置 [2020.01]

42/80 ‧製造 [2020.01]

40/53 ‧‧監控，例如：故障檢測
[2020.01]
40/57 ‧‧溫度控制 [2020.01]

42/90 ‧測試 [2020.01]

浦) [2020.01]
40/485 ‧‧‧閥；口徑 [2020.01]

47/00 於其他類不包括之吸煙者用品
[1,2006.01,2020.01]

A-77

A41B

次部：個人或家用物品
A41

服裝

A41B 襯衣；內衣；嬰兒內衣；手帕
次類索引
特種材料之選擇..................................... 17/00

內衣；嬰兒內衣；

襯衫 ............................................. 1/00 至 7/00

手帕 ................... 9/00，11/00；13/00；15/00

1/00

襯衫

1/02

‧前襟有鑲襯物者

1/04

‧可轉換為女用連褲內衣者

1/06

‧換成與內衣、襯褲等相連者

1/08

‧零件

1/10

‧‧閉合器件（鈕扣見 A44B1/00

5/00

；袖口連接物見 A44B5/00）
1/12

‧‧領圈

1/14

‧‧‧領圈用加硬襯料

1/16

‧‧‧可調整的領圈

1/18

‧‧襯衫前胸

1/20

‧‧‧前胸加硬襯

1/22

‧‧‧聯附或不聯附衣領的假前
胸，如聯附或不聯附衣領

之硬領或袖口折邊見 A41H33/00）

7/00

3/00

衣領（1/00 優先）

3/02

‧閉合件，例如懸垂片

3/04

‧與襯衫扣繫物（領扣見
A44B3/00）

3/06

‧衣領硬襯

3/08

‧兼有硬挺與加固作用之部件

3/10

‧化學加硬（變硬之工藝方法見
D06）

3/12

‧有領帶或領飾支撐物者

3/14

‧可正反兩用之衣領

3/16

‧塑料領；紙製領

3/18

‧護領

袖口（1/00，3/00 優先；袖口連接
物見 A44B5/00）

7/02

‧袖口閉合件

7/04

‧固接於襯衫上之袖口

7/06

‧固定於夾克袖子上之袖口

7/08

‧袖口用之硬襯

7/10

‧可正反兩用之袖口

7/12

‧袖口用防護件

9/00

內衣(婦女緊身衣、胸罩見 A41C)
[7]

9/02

‧男用襯褲或內褲，附或不附有插
入胯部或後襠部分者

的襯衣虛衿；連附或拉直
之部件

衣領或袖口折線成型（在製造時

9/04

‧女用紮口短襯褲，附或不附有插
入胯部或後檔部分者

9/06

‧汗衫；女式無袖襯衫

9/08

‧聯合內衣（連褲襪、連衣襪見
11/14）

9/10

‧襯裙

9/12

‧保護性內衣（結合有擦洗或吸濕
填料或專門用於支承此等者見
A61F13/15）

9/14

‧作為內衣一部分之腰帶；內衣之
封閉件

9/16

‧作為內衣一部分之肩帶（一般肩
帶見 A41F15/00）

11/00 襪；連褲襪；連衣襪（醫療用彈
A-78

A41B,C,D

性長襪見 A61F13/08）

13/04 ‧嬰兒短褲（結合有擦洗或吸濕填
料或專用於支承此等者見

[1,2,2006.01]
11/01 ‧接縫[2]

A61F13/15）[5]

11/02 ‧加厚部分

13/06 ‧被包；襁褓

11/04 ‧‧屬於長襪上部者

13/08 ‧緊身腰圍[5]

11/06 ‧有可更換的足底部分者

13/10 ‧小孩圍兜

11/08 ‧不附足底部分之長襪
11/10 ‧ 長 襪 保 護 罩 （ 放 入 鞋 內 者 見
A43B23/28）

15/00 手帕
15/02 ‧上衣胸前口袋手絹之模擬；其連
接物[2]

11/12 ‧ 上 端 有 固 定 長 襪 之 器 件 者
（ 11/04 優 先 ； 吊 襪 帶 見

17/00 內衣用特種材料之選擇

A41F11/00）[2]
11/14 ‧連褲襪；連衣襪[2]

13/00 嬰兒內衣（嬰兒尿布或其夾持器
見 A61F13/15）[5]

A41C 婦女緊身衣；胸罩 [7]

1/00

婦女胸衣或束腰帶

3/00

胸罩

1/02

‧彈性胸衣

3/02

‧於前面扣合者

1/04

‧‧橡皮製者

3/04

‧乳母用者

1/06

‧有胸罩者

3/06

‧無吊帶胸罩

1/08

‧腹部護衣

3/08

‧與其他衣服相連者（與胸衣相連

1/10

‧‧產婦胸衣

1/12

‧組件

1/14

‧‧女用束腹；胸衣鬆緊綱絲

1/16

‧‧‧金屬絲製者

3/12

‧組件[2]

1/18

‧‧‧拼成式者

3/14

1/20

‧‧‧有護罩者

‧‧使硬挺或使胸部隆起之插入物
[2]

5/00

製造婦女胸衣或胸罩用之機

者見 1/06）
3/10

‧有使硬挺或使胸部隆起之插入物
者 [2]

器，設備或方法

A41D 外衣；防護服；衣飾配件
附註
於本次類內“外衣”此一名詞應理解為包括晨衣、浴衣及睡衣。

次類索引
特種材料之選擇 .................................... 31/00

外衣
A-79

A41D
一般外衣 .... 1/00，3/00，5/00，11/00，15/00

衣服零件...................................................27/00

專用外衣 .............7/00，10/00，13/00，29/00

衣飾配件 ................................. 17/00 至 25/00

1/00

服裝（兒童者見 11/00）

11/00 兒童服裝

1/02

[1,2006.01,2018.01]
‧夾克

13/00 職業、工業或運動防護衣，例

1/04

‧內衣、針織緊身衣、厚運動衫或
類似物 [1,2006.01]

1/06

‧褲子

如外科醫生服裝或能防護拳擊
或戳刺之服裝（頭盔見
A42B3/00；能防護化學藥劑或高

‧ ‧ 特 別 適 用 運 動 目 的
[1,2006.01,2018.01]
1/082 ‧‧‧用於滑雪 [2018.01]

空用之服裝見 A62B17/00；海上救

1/084 ‧‧‧用於自行車 [2018.01]

見 G21F3/02）[1,2006.01]

1/08

生衣、潛水衣見 B63C；防彈或裝
甲服見 F41H；能防護輻射之衣服

1/085 ‧‧‧用於打高爾夫 [2018.01]

13/002 ‧可控制內圍者 [7]

1/086 ‧‧‧用於騎馬 [2018.01]

13/005 ‧‧可控制溫度者 [7]

1/089 ‧‧‧短褲 [2018.01]

13/008 ‧可防電擊或靜電者 [7]

1/10

‧‧可保持折縫者

13/01 ‧附有反射或光照保護裝置者 [7]

1/12

‧‧可掩蔽膝向外曲者

13/012 ‧用於水上運動者，例如附有浮體

1/14

‧女裙

1/16

‧‧有裙環之女裙；有襯架支撐之
女裙

者 [7]
13/015 ‧附有震動吸收裝置者（13/05 優
先）[7]

1/18

‧短外套

13/018 ‧‧可自動膨脹者 [7]

1/20

(轉見 1/21 - 1/215)

1/21

‧孕婦裝；特別適用於照顧嬰兒者

13/02 ‧工裝褲(發汗衣衫見 A61H 36/00 )
[1,2006.01]
13/04 ‧圍裙；圍裙用扣件

之服裝 [2018.01]
1/215 ‧ ‧ 哺 育 用 服 裝 ， 如 ： 哺 乳 衣
[2018.01]
1/22 ‧特別適用女性的服裝，不另行規
定 [1,2006.01,2018.01]

3/00

外套（裘皮服裝見 5/00；兒童用
者見 11/00；職業或運動防護衣見
13/00）

3/02

‧大衣

3/04

‧‧雨衣

3/06

‧‧‧有護腿者

3/08

‧斗篷或披肩

5/00

皮大衣；毛皮代用品服裝

7/00

浴衣；游泳衣、內褲或男用運

13/05 ‧僅作為身體某一特殊部位之防護
者 （ 護 耳 器 見 A61F 11/06 ）
[7 ,2006.01]
13/06 ‧‧護膝或護足[1,7]
13/08 ‧‧護臂或護手（防護手套見
19/015）[1,7]
13/11 ‧‧保護臉的遮罩，如用於外科或
用於污濁空氣（眼罩見
A61F9/04）[7]
13/12 ‧外科醫生或病人用衣或服裝[3]

15/00 可轉換的衣服 [1,2006.01 ]
15/02 ‧女裙可轉換為褲者
15/04 ‧衣服可轉換為其他用品者

17/00 綁腿套；鞋罩

動褲；海濱浴衣[1,2006.01]

17/02 ‧護腿

10/00 睡衣褲；婦女穿之睡衣[3]

17/04 ‧裹腿

A-80

A41D,F

19/00 手套（手術手套見 A61B42/10；

27/16 ‧‧衣領襯墊

游泳手套見 A63B31/02；附帶可用

27/18 ‧布領

於遊戲或體育，如籃球、拳擊或高

27/20 ‧布袋；製作或縫於衣袋內之口袋

爾夫球之手套見 A63B71/14；用於

27/22 ‧掛衣用之圈或鈎（有鎖定裝置見

手套式操作箱之手套見 B25J
21/02）[1,7]
19/01 ‧四指不分開者，即連指手套
（19/015 優先）[2,7]
19/015 ‧防護手套 [7]

E05B69/00）
27/24 ‧邊緣；縫合線
27/26 ‧肩部襯墊；臀部襯墊；腰墊
27/28 ‧透氣部件[2]

29/00 制服；制服之部件或配件

19/02 ‧用於裁剪或定型目的對手套坯料
之安排
19/04 ‧製作手套用具；製作手套用之量
具

20/00 肘帶或頭帶，例如用於吸汗
[5,2006.01]
23/00 圍巾；頭巾；領巾
25/00 領帶
25/02 ‧有現成的領結或蝴蝶結，有或無
帶者
25/04 ‧‧帶子用之扣繫件
25/06 ‧有由使用者打紮之領結、蝴蝶結
或類似結者

31/00 特別適用於外衣的材料
[1,2006.01,2019.01]
31/02 ‧層狀材料（以特殊功能或用途為
特徵見 31/04）
[2 ,2006.01,2019.01]
31/04 ‧以特殊功能或用途為特徵（隔熱
或防有害化學藥劑或高空使用之
保護衣見 A62B 17/00；防有害
化學藥劑覆蓋物或衣罩用材料之
組成見 A62D 5/00）[2019.01]
31/06 ‧‧熱保護性，如：隔熱[2019.01]
31/08 ‧‧耐熱；阻燃性[2019.01]
31/10 ‧‧液體不透性，如：防水性；撥
液性[2019.01]

25/08 ‧‧形成或紮領結等之用具或方法

31/102 ‧‧‧防水及透氣性[2019.01]

25/10 ‧‧固定領結等之用具或方法

31/12 ‧‧吸濕性；保水性[2019.01]

25/12 ‧‧‧可附於衣領或領扣上者

31/14 ‧‧透氣性，即可被氣體滲透（防

25/14 ‧‧同時用於成形及固定之用具
25/16 ‧襯裡，使堅硬襯件

27/00 衣服之零件或其製作（鈕扣、別
針、扣環、拉鍊或類似物見
A44B）[1,2006.01]
27/02 ‧襯裡
27/04 ‧‧可脫卸的襯裡
27/06 ‧‧使堅硬襯裡
27/08 ‧修飾品：裝飾物 [1,2006.01]
27/10 ‧袖子；袖孔

水及透氣性見 31/102）
[2019.01]
31/18 ‧‧彈性[2019.01]
31/24 ‧ ‧ 抗 機 械 應 力 ， 如 ： 防 穿 刺
[2019.01]
31/26 ‧‧電氣保護，如：防靜電或防電
擊[2019.01]
31/28 ‧‧減震[2019.01]
31/30 ‧‧抗微生物，如：抗菌[2019.01]
31/32 ‧‧逆向反射 [2019.01]

27/12 ‧墊布或保護層
27/13 ‧‧腋下吸汗墊布 [2]
27/14 ‧‧於衣服之夾裡處

A41F

衣服扣件；吊帶
A-81

A41D,F

次類索引
扣拴器件 .................................................. 1/00

長褲或短襪吊帶 .......... 11/00，13/00，18/00

褲子或女裙用

其他衣服吊帶；肩帶... 18/00，19/00；15/00

吊帶 ............ 3/00，5/00，7/00，9/00，18/00

牽拉衣服之器件 .................................... 17/00

1/00

專用於服裝之扣拴器件（一般扣
件見 A44B）

1/02

‧鈕孔；鈕孔之圓頭

1/04

‧婦女胸衣扣件

1/06

‧手套扣件

1/08

‧吊襪帶扣件

11/04 ‧‧屬於鈕及扣伴式者
11/06 ‧‧轉動夾片
11/08 ‧‧由一個部件構成
11/10 ‧墊布或類似的中間組成部分
11/12 ‧可調整長度者
11/14 ‧拴扣吊帶至衣服上之器件及方
法，例如褲、內褲
11/16 ‧吊襪帶

衣服吊帶

11/18 ‧直接將長襪拴扣至內衣上之器件

3/00

背帶或吊帶

3/02

‧條帶、環扣之針等，用於附在褲
子上者

3/04

‧連接條帶、扣針等至背帶上者

3/06

‧使背帶易彎之裝置及方法；背帶

5/00

13/00 穿著時用以支持或固定長襪或
短襪之其他器件
15/00 肩帶或類似的帶子

用之彈性器件；全用橡膠製之背

15/02 ‧固定帶子於位置上之扣件及方法

帶

17/00 牽拉衣服之器件和方法

連附於襯衫、背心或類似物上
之褲子支撐物

7/00

連接襯褲至褲子上之器件

9/00

褲子或女裙用之帶、腰帶或腰
圍帶

9/02

及方法

‧可伸長或可調整的帶或腰帶

17/02 ‧褲子或女裙用之夾子等類似物，
例如騎腳踏車者用
17/04 ‧褲腿下端用之吊帶

18/00 包括於 3/00 至 17/00 中兩個或
兩個以上目之衣服吊帶
19/00 其他類不包括之衣服吊帶

11/00 長襪或短襪吊帶
11/02 ‧連接長襪或短襪至吊帶上之裝置

A41G 人造花；假髮；面具；羽飾
次類索引
人造花 ...................................................... 1/00

面具 .......................................................... 7/00

假髮 ............................................... 3/00，5/00

羽飾 ............................................. 9/00，11/00

1/00
A-82

人造花、水果、葉子或樹（人造

聖誕樹見 A47G33/06）
；花環

A41F,G

1/02

‧製作人造花等用之工具，設備或

7/00

機械

面具或掩藏整身之蒙面具，例
如劇院用者

1/04

‧花環；花環之裝配

7/02

‧有產生特種效應用之部件

3/00

假髮（僅為玩具洋娃娃用者見

9/00

天然羽毛之裝飾品；加工天然

5/00
5/02

A63H3/44）

羽毛（羽絨被之處理見

髮件，插入物，髮捲，襯墊或

B68G3/00，D06M）

類似物；遮禿假髮

11/00 人造羽飾

‧人造睫毛；人造眉毛

11/02 ‧製作人造羽飾用之工具或機械

A41H 縫製衣服之工具或方法，例如其他類不包括之製作女服用者、裁製用
者（製作服裝上特殊物件用之機械、工具或方法，參見各產品有關目 A41B
至 A41F；一般裁剪工具機械見 B26；織造、編帶、製花邊、針織、栽絨、
紡織品整理見 D03 至 D06；縫紉機、縫衣用具、拆線裝置見 D05B；切斷或
其他之分離織物的方法見 D06H7/00）

次類索引
方法；設備或配件
測量的 .................................. 1/00，3/00，5/00

配件 ................... 15/00，17/00，19/00，31/00

特種加工用之機械、工具或方法

描線的 ........ 1/00，3/00，5/00，11/00，23/00

折疊；繫扣 ................................. 33/00；37/00

使合身的 ....................................... 5/00，21/00

其他方法或機械 ............ 41/00，42/00，43/00

整理、織補的 ..... 9/00，25/00，27/00，31/00

1/00

11/00）

測量用具或方法（於人身上模製
圖樣見 3/04；為識別用之測量見
A61B5/117；一般測量見 G01，例
如 G01B）

1/02

‧於人身上測量用之設備

1/04

‧‧測量用台

1/06

‧結合劃標記者（劃標記本身見
D06H1/00）

3/04

‧用原形法於人體上繪製裁剪樣板

3/06

‧紙裁剪樣板

3/08

‧布上裁剪樣板，例如印上者

5/00

女服人體模型；半身模型；架
座（為陳列用者見 A47F8/00）

5/01

‧有調整裝置者，例如調整高度

5/02

‧可膨脹的

9/00

修剪、鋪平或伸直衣服摺邊之

1/10

‧測量短上衣標出式樣者

3/00

裁剪樣板；繪製或劃出該裁剪

設備或方法（於縫紉機上者見

樣板之方法，例如於布上（專門

D05B）

排列之經或緯線為特徵的紡織物見
D03D13/00）
3/01

‧用型板

3/015 ‧‧可調整款式者
3/02

‧用複製法裁剪樣板（描線輪見

9/02

‧標記衣服長度之設備

11/00 描線輪
15/00 布夾
17/00 插針墊（19/00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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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針盒
21/00 試樣或使合身時之身體支架
23/00 使用畫粉之裝置；磨尖或夾持
畫粉（一般寫繪用具見 B43）
25/00 標出、打眼或製作鈕孔之設備
或方法（鎖扣眼見 D05B）
25/02 ‧鈕孔剪

27/00 用膠黏劑或膠黏補釘補衣服
31/00 其他輔助縫紉用具
33/00 在製作中對衣領，袖口類捲邊
用之機器或用具（單純內側外翻
見 D06G3/00）

37/00 裝配衣服上之扣繫件用的機

37/08 ‧裝皮帶扣或金屬扣
37/10 ‧裝鈕扣

41/00 製作天然毛皮或人造毛皮衣服
用之機器或設備（毛皮衣服本身
見 A41D5/00）

42/00 製作衣服之多步驟生產線（結合
若干架縫紉機之縫製單元見 D05B
25/00）[3]

43/00 其他方法、機器或用具
43/02 ‧衣服部件或坯件之處理，例如進
料、堆起、分離、倒轉（一般處
理薄材料見 B65H）[3]
43/04 ‧用膠接或焊接連接衣服部件或坯
件（用膠黏劑或膠黏補釘織補衣
服見 27/00；除用膠接或焊接外

器、設備或方法（鞋用者見

之於製作特種衣服時的連接，參

A43D100/00；縫製者見 D05B）

見該衣服之有關次類，如

37/02 ‧裝鈎或鈎眼

A41D；一般之黏接法見

37/04 ‧裝衣服撳扣

C09J5/00；以縫合之連接見

37/06 ‧裝拉鍊類扣件

D0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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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2

帽類製品

A42B 帽子；頭部覆蓋物（頭帶、頭巾見 A41D20/00，23/00）

1/00

帽子；便帽；兜帽

1/02

‧帽子；硬式帽

1/04

‧軟便帽；兜帽

1/06

‧‧附垂邊之便帽；摩托車帽；有
保護眼、耳或後頸之裝置的
帽（一般保護耳後頸的裝置
見 A41D）；附有氣墊或可更
換襯裡之帽

1/08

‧‧有防護打擊裝置者（運動員安
全帽見 A63B71/10）

1/10

‧‧‧礦工帽

1/12

‧‧浴帽

1/14

‧草帽；其代用品[1,2006.01]

1/16

‧女帽及頭飾

1/18

‧有防塵、雨或日晒覆蓋物者

1/20

‧可折疊的帽子；由分離部件拼成

3/08

‧‧下頜帶或類似之繫戴裝置 [5]

3/10

‧‧襯（3/16 優先） [5]

3/12

‧‧‧緩衝墊裝置 [5]

3/14

‧‧‧支承裝置 [5]

3/16

‧‧護耳裝置 [5]

3/18

‧‧護面裝置 [5]

3/20

‧‧‧面部護罩，例如用於冰球者
（3/22 優先）[5]

3/22

‧‧‧視鏡 [5]

3/24

‧‧‧‧附有消除煙霧或濕氣裝置
者 [5]

3/26

拭器 [5]
3/28

‧‧透氣裝置（3/24 優先）

3/30

‧‧裝有無線電裝置或通訊系統
（用於聲音發送、傳輸或定
向 之 方 法 或 裝 置 見 G10K

之帽子
1/22

‧尺寸可調整者

1/24

‧有可附著其他製品者，例如備忘
牌、鏡子、燈、徽章

3/00

頭盔；盔蓋（防護化學藥劑或高
空用之兜帽見 A62B17/00；防毒面
具見 A62B18/04；游泳帽見 A63B

‧‧‧‧附有清潔裝置者，例如擦

3/32

11/18，電通訊技術見 H04）
[5]
‧可折疊的頭盔；分離構件組成之
頭盔（3/04 優先）[5]

5/00

面紗；面紗夾持物

7/00

頭部覆蓋物之扣繫裝置；鬆緊

33/00；防禦鋼盔見 F41H1/04）

帶；婦女帽繫牢物（帽別針見

3/04

‧頭盔之部件、零件或附件 [5]

A44B9/06）

3/06

‧‧緩衝罩，例如安全頭盔者 [5]

A42C 製造或裝飾帽子或其他頭部覆蓋物

1/00

製造帽子

1/02

‧製作帽胎；帽胎成型機；圓錐形

1/08

熨燙、平整、擦刷、浸漬、使硬
挺、裝飾

帽胎機；帽胎成型工具
1/04

‧楦帽；衝壓；汽蒸定形；伸長

1/06

‧帽邊處理

‧帽子後處理精加工，例如加光、

2/00

其他類不包括的生產頭盔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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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法 [5]

5/00

帽子之配件及裝飾，例如帽帶

在 A42C1/00 目中不包含的製帽

5/02

‧汗帶

5/04

‧頭部覆蓋物之透氣裝置（用於頭

用裝置，例如製帽骨架用之金
屬（製草帽的縫紉機見 D05B；製
帽邊縫紉機見 D05B）
；改變成品

帽形狀及尺寸之設備
3/02

‧帽楦托架

3/04

‧裝飾女帽用台

3/06

‧測量帽子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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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者見 A42B3/28）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8]

A43B

A43

鞋類

A43B 鞋類的特徵；鞋類的部件
次類索引
鞋之特徵 ........................ 1/00 至 9/00，11/00

鞋類之特徵
1/00

鞋之材料特徵（層狀產品見

鞋之部件 ................................. 13/00 至 23/00

3/28

‧玩偶專用鞋

3/30

‧嬰兒及幼兒專用鞋

5/00

運動鞋（防滑裝置，如冰刺，足
球鞋之釘見 A43C15/00）

B32B）
1/02

5/02

‧足球鞋

5/04

‧滑雪鞋；類似的鞋

5/06

‧跑鞋

5/08

‧浴鞋

‧用木頭、軟木、硬紙板、紙或類

5/10

‧網球鞋

似的纖維材料製成之鞋（鞋底見

5/12

‧跳舞鞋

13/00，木鞋之製造見 B27M

5/14

‧自行車運動員用鞋

3/20）

5/16

‧冰鞋

‧用動物或植物纖維或其織品製成
之鞋

1/04

‧‧編製的、針織的、編結的或鈎
編的鞋

1/06

1/08

‧金屬製鞋（鞋底見 13/10）

5/18

‧可附加上的運動用套鞋

1/10

‧橡膠製鞋

7/00

附有保健或衛生設備之鞋

1/12

‧‧廢橡膠製的鞋

7/02

‧附有加熱設備之鞋（暖腳物見

1/14

‧杜仲膠、賽璐璐或塑料製的鞋

A61F7/08；電加熱元件見

3/00

以形狀或用途作為特徵者

H05B）

3/02

‧長筒馬靴；長腰靴；附有蝙輻翼
狀拉絆之鞋

3/04

‧‧附有橡膠或彈性插入物或角撐
物者

7/04

‧‧附電池、發電機或類似物之鞋

7/06

‧通氣鞋

7/08

‧‧附封閉或不附封閉之有氣孔鞋

7/10

‧‧‧於鞋中部有可閉合氣縫之鞋

3/06

‧附蓋鞋；鞋幫可分離的鞋

7/12

‧特殊不漏水之鞋（套鞋見 3/16）

3/08

‧‧附有橡膠或彈性插入物或角撐

7/14

‧附支撐腳部位之鞋

7/16

‧‧鞋內鞋跟部分增高之鞋

物者
3/10

‧低幫鞋；拖鞋（涼鞋見 3/12）

7/18

‧‧關節支撐，如腳背支撐

3/12

‧涼鞋；涼鞋之鞋帶導條

7/19

‧‧‧直接與地面銜接者

3/14

‧軟拖鞋、編織鞋或類似的鞋

7/20

‧‧‧踝關節之支撐或托架

3/16

‧套鞋

7/22

‧‧附有平足嵌墊、蹠部支撐物、

3/18

‧‧使套鞋定位之裝置

踝部邊蓋等之鞋（矯形嵌墊

3/20

‧‧無後跟套鞋

見 A61F5/14）

3/22

‧‧穿於鞋與套鞋間之保護套

3/24

‧可折疊或可變換之鞋

3/26

‧可調整長度或小大之鞋

7/24

‧‧防止腳部歪向一邊之嵌墊或鞋
套支撐物

7/26

‧‧為足指留空或足指分開之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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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

‧‧使鞋之內底適合於腳底

7/30

‧‧保護球關節於站立時承擔之壓
力

7/32

‧附減震裝置之鞋（彈性鞋底見
13/18）

13/22 ‧‧防滑或耐磨之鞋底，如用浸漬
或塗敷耐磨層
13/24 ‧‧‧用嵌墊
13/26 ‧‧‧‧突出鞋底表面者
13/28 ‧以連接的方式為特徵者，亦包括

7/34

‧抗熱或防冷之鞋

結合鞋底及鞋跟之連接（鞋跟之

7/36

‧附有接地裝置之鞋

連接見 21/36；鞋跟之組件的連

7/38

‧高底，即增加高度之鞋（附鞋內

接見 21/52）

高跟者見 7/16；天然腿之延長

13/30 ‧‧用螺釘

部件見 A61F3/00；普通鞋用之

13/32 ‧‧用黏合劑

矯形嵌墊見 A61F5/14）[2]

13/34 ‧‧附著於鞋跟內側之鞋底

9/00

以裝配單個部件為特徵之鞋

9/02

‧縫合鞋或釘合鞋

9/04

‧加貼邊之鞋（貼邊見 15/00）

9/06

‧‧縫合或釘合

9/08

‧反緔之鞋

9/10

‧鞋幫外反緔之鞋

9/12

‧黏合之鞋

9/14

‧平台形鞋

9/16

‧未用黏合劑把鞋底模壓或熔接到
鞋幫的鞋

9/18

‧‧模壓者 [6]

9/20

‧‧熔接者

11/00 附有各種便於穿脫部件之鞋，
例如附有搭扣者
11/02 ‧自身附有鞋拔之鞋

13/36 ‧ ‧ 易 換 鞋 底 （ 金 屬 製 者 見
13/10

；

保

護

底

見

A43C13/12）
13/37 ‧鞋底及鞋跟單元
13/38 ‧在製造過程中接合於鞋底之上的
固有內底，如結構性內底；在製
造過程中膠黏至鞋上的內底
13/39 ‧‧附顛倒的內底肋
13/40 ‧‧附墊者
13/41 ‧‧與鞋跟加固物相連者，與足趾
加固物相連者，或與鞋底中
央部分加固物相連者
13/42 ‧內底與外底間之填料，加固材料

15/00 鞋之貼邊
17/00 用於插入之內底，如鞋墊或鑲
嵌物，其附著於鞋底上表面之

鞋之部件

上（鞋之專用醫療嵌墊見

13/00 鞋底（鞋內襯底見 17/00）；鞋底
及鞋跟部件
13/02 ‧以材料為特徵者
13/04 ‧‧塑膠，橡膠或硫化纖維
13/08 ‧‧木質者
13/10 ‧‧金屬者
13/12 ‧‧多層不同材料之鞋底
13/14 ‧以結構形狀為特徵者
13/16 ‧‧拼合鞋底（多層不同材料之鞋
底見 13/12）
13/18 ‧‧彈性鞋底

A61F5/14）
17/02 ‧楔狀或彈性的
17/03 ‧‧充以氣體者，如空氣
17/04 ‧附金屬嵌墊或覆蓋物者
17/06 ‧附金屬彈簧
17/08 ‧通氣的
17/10 ‧特別適用於汗腳的；防水的
17/12 ‧木製的
17/14 ‧用海綿、橡膠或塑膠材料製成者
17/16 ‧附鞋跟或足趾蓋者
17/18 ‧將可拆卸式內底連接至鞋上的裝
置

13/20 ‧‧‧充氣鞋底

19/00 鞋形嵌入物；蓋住腳背之嵌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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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鞋跟；後跟掌

21/45 ‧‧‧用專門的拉緊裝置

21/02 ‧以材料為特徵者

21/46 ‧‧用螺拴

21/03 ‧‧木質

21/47 ‧‧用彈性裝置

21/04 ‧皮革

21/48 ‧‧‧用按鈕

21/06 ‧‧橡膠

21/50 ‧‧用鎖銷或類似物

21/08 ‧‧‧硬和軟橡膠結合者

21/51 ‧‧附匙孔形之洞及別針

21/10 ‧‧‧可擴張的後跟掌

21/52 ‧‧無專用連接物之可更換鞋跟

21/12 ‧‧‧附有吸附空腔的鞋底表面

21/54 ‧‧用黏合或類似方法

21/14 ‧‧‧用廢橡膠製之鞋跟或後跟掌

23/00 鞋幫；靴腿；增強件；其他單

21/16 ‧‧‧鞋底面上附有非橡膠之嵌墊
21/18 ‧‧橡膠與皮革結合
21/20 ‧‧塑料
21/22 ‧專門設計之防污的鞋跟或鞋跟附
件
21/24 ‧以結構形式為特徵者
21/26 ‧‧彈性鞋跟
21/28 ‧‧‧充氣鞋跟
21/30 ‧‧附金屬彈簧之鞋跟
21/32 ‧‧腳跟之彈性支撐物
21/34 ‧‧附有可互換後跟掌之中空金屬鞋
跟

21/36 ‧以其附件為特徵者；連接裝置用
之安全部件（與鞋底之連接見
13/28）
21/37 ‧‧用鈎狀或彎曲之連接裝置
21/38 ‧‧僅用螺釘
21/39 ‧‧用棱及槽
21/40 ‧‧‧用楔形榫結合
21/42 ‧‧有可更換的或可調整的部件之
鞋跟
21/433 ‧‧‧旋轉安裝者
21/437 ‧‧‧附軸向可調之桿狀鞋跟掌

個鞋部件[1,2006.01]
23/02 ‧鞋幫；靴腿
23/04 ‧‧單片鞋幫；附嵌入撐料之鞋幫
23/06 ‧‧防水靴腿
23/07 ‧襯裡
23/08 ‧鞋跟增強件；鞋尖增強件（有防
震裝置之鞋見 7/32）
23/10 ‧‧金屬製
23/14 ‧‧皮革製
23/16 ‧‧浸漬織品、塑膠或類似材料製
23/17 ‧‧‧塑膠製
23/20 ‧鞋用釘、樁、別針、夾子或平頭
釘
23/22 ‧鞋幫脛部或弓形部之支撐物（保
健或衛生用支撐物見 7/14）
23/24 ‧裝飾用鞋扣；其他無緊固作用之
鞋用裝飾品
23/25 ‧‧鞋上裝飾帶之配置
23/26 ‧鞋舌
23/28 ‧裝於鞋上防止鞋跟打滑及防止磨
襪子之零件
23/30 ‧駕駛汽車用鞋底保護裝置

21/44 ‧‧用爪狀裝置

A43C 鞋類的緊固物或附件；一般的鞋帶
次類索引
鞋帶 ............................................. 1/00 至 9/00

鞋之附件 ...................... 13/00，15/00，17/00

鞋之其他緊固物 .................................... 11/00

鞋類的其他附件 .................................... 19/00

1/00

鞋縛緊物（衣服扣件見 A41F）

1/02

‧用彈性鞋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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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用環或套

裝飾品（一般扣環見

1/06

‧抽繩而栓緊

A44B11/00）

3/00

鞋帶鈎（金屬薄片製造見 B21D

13/00 耐磨損附件

53/46）
；鈎之防護

13/02 ‧鞋底或鞋跟用之金屬板

3/02

‧附導輪之鞋帶鈎

13/04 ‧楔子；簡單鞋釘；螺釘、平頭釘

3/04

‧彈簧安全鈎

13/06 ‧鞋底邊緣用之裝置，特別用於滑

5/00

鞋眼圈（裝鞋眼圈之機械見
A43D100/00）

雪靴
13/08 ‧‧附橡膠、塑料、皮革、毡或類
似零件

7/00

裝鞋帶之裝置

13/10 ‧‧金屬線製

7/02

‧蓋；口袋

13/12 ‧可卸下的金屬製保護鞋底（金屬

7/04

‧鉸鏈部件

7/06

‧彈性帶

7/08

‧用鞋帶拉緊的夾子

9/00

鞋帶；織物、皮革或塑膠製成

鞋底見 A43B13/10）
13/14 ‧鞋頭之特殊附件；鞋頭之保護蓋

15/00 防滑裝置或附件（爬竿、爬樹之
設施等見 A63B27/00）

外衣之一般帶子

15/02 ‧連於鞋底上

9/02

‧附包頭、鈕扣或裝飾用簇毛者

15/04 ‧連於鞋跟上

9/04

‧鞋帶末端為塑膠、賽璐璐、橡膠

15/06 ‧抓住冰之裝置或附件，如冰刺，
冰楔、防滑鐵齒板、尖鐵釘；攀

或類似物者
9/06

‧帶子末端可放開

登用裝備或附件，（A43C 15/09

9/08

‧紙或金屬線製

優 先 ； 馬 蹄 鐵 之 冰 刺 見

11/00 專用於鞋之其他緊固物（一般外
衣緊固物見 A44B）
11/02 ‧鈕扣緊固物
11/04 ‧‧釘鈕；緊固釘鈕
11/06 ‧撳扣緊固
11/08 ‧鈎緊固物；旋轉鈎
11/10 ‧‧多舌鈎
11/12 ‧滑動緊固物
11/14 ‧鉗夾緊固；鉗扣緊固；用肘節桿
緊固

A01L7/08）[3]
15/08 ‧‧兩面可用的冰尖鐵
15/09 ‧於斜坡上走路為抵消斜坡角度所
用的連於鞋上之裝置 [3]
15/10 ‧用金屬絲、鏈或其他網狀材料製
之防雪滑裝置
15/12 ‧小型之可解開的防滑帶
15/14 ‧有向外可移動的鞋釘
15/16 ‧足球鞋或類似鞋用之平頭釘
15/18 ‧齒狀防滑溝

11/16 ‧用金屬絲、螺拴或類似物緊固

17/00 靴刺

11/18 ‧惰鉗型緊固物

17/02 ‧靴刺、緊固靴刺之裝置

11/20 ‧安裝於鞋舌上有繃緊裝置之緊固

17/04 ‧可卸下的靴刺緊固物

物
11/22 ‧於一對鞋眼間之彈性繃緊部件緊
固裝置，例如夾子、彈簧、帶子

17/06 ‧折疊式靴刺

19/00

本次類其他各目中不包含的鞋
類的附件[8]

11/24 ‧有緊固作用之鞋用裝飾扣或其他

A43D 製鞋或修鞋的機械、工具、設備或方法 （縫紉見 D0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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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本次類內，使用特定機器或工具之製鞋方法分入包含製造機械或工具之
目中。

次類索引
腳或鞋楦之測量 ...................................... 1/00

上鞋底 ............... 25/00，44/00，67/00，86/00

鞋楦 .......................................................... 3/00

上鞋跟 ............... 67/00，79/00，81/00，86/00

製鞋幫或加強物

上貼邊 ...................................................... 44/00

............................. 8/00 至 8/34，8/38 至 8/54
繃張或上楦 ............................... 9/00 至 23/00
裝配前鞋零件之製作或準備
鞋底 8/36，8/50，8/52，29/00，35/00
..................................................... 37/00，43/00
鞋跟，鞋跟墊皮 ......................... 33/00，83/00
鞋底中間之加強物 .................................. 31/00

鞋零件之組配

楦鞋之後的其他操作
於鞋底或鞋跟 .......................................... 27/00
於貼邊 ......................................... 47/00，57/00
於接縫處 ........................ 51/00，53/00，55/00
其他作業 ........................ 49/00，59/00，85/00

結尾操作 .................... 63/00，87/00 至 95/00
附件之製作，安裝或卸除
....................... 39/00，97/00，99/00，100/00

用金屬元件固定 ............ 69/00，71/00，75/00

製鞋或修鞋之其他機械

用膠黏合 .................................................. 25/00

...................... 5/00，61/00，111/00 至 119/00

用其它技術固定如焊接 .......................... 86/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 999/00

3/14

測量裝置；鞋楦；工具
1/00
1/02

物；保持鞋不走樣之裝置（鞋之
乾燥見 A47L23/20）

腳或鞋楦之測量裝置；鞋部件
之測量裝置

‧鞋楦之伸展膨脹；靴楦；填充

5/00

15/00，19/00，95/00，100/00，

‧量腳裝置（用於診斷目的測量人

117/00 各目所包括範圍以外之

體形狀、模式、尺寸者見 A61B

製鞋或修鞋手工設施或手工工

5/103，例如測量身體之尺寸見

具

A61B5/107）
1/04

‧鞋楦測量裝置

1/06

‧鞋內部測量、鞋跟高度或為安置

5/02

‧製鞋架子（清洗鞋之架子見
A47L23/16）

5/04

‧製鞋用刀（一般刀子見 B26B）

鞋跟之測量裝置

5/06

‧切斷鞋內之鞋釘或鞋栓之工具

1/08

‧鞋部件之測量設備

5/08

‧鞋錐（製作見 B21G）

3/00

鞋楦

5/10

‧鞋栓銼（木銼見 B27G17/06）

3/02

‧製鞋或修鞋之鞋楦（木楦製作見

5/12

‧ 製 鞋 用 手 釘 釘 工 具 （ 19/02 優
先 ； 一 般 釘 釘 工 具 見 B25C ，

B27M3/20）
3/04

‧充氣鞋楦；彈性鞋楦

3/06

‧鞋楦之楔固定

3/08

‧撐緊鞋之特殊部件的裝置

3/10

‧卸除鞋楦之裝置

3/12

‧插入或再插入鞋楦之裝置

B27F）
5/14

‧‧釘鞋之手鉗

8/00

切割、裝飾、標記或其他加工
處理鞋部件坯件之機器（繃張或

A-91

A43D

楦鞋見 9/00 至 23/00；製作或固定

8/40

‧‧用折疊，向裡翻或向外翻，後

鞋底、鞋跟或貼邊見 25/00 至
8/02

再錘打 [3]

83/00）[3]

8/42

‧‧用烤焦、縮小、染色 [3]

‧切割（一般切割見 B26D，F；

8/44

‧折縫壓出機（折疊邊緣見 8/40）
[3]
‧剖割（一般皮革之剖割見 C14B

一般皮革品之切割見
C14B5/00）[3]

8/46

1/02）[3]

8/04

‧‧衝壓（8/10 優先）[3]

8/06

‧‧‧所用之衝模 [3]

8/48

‧‧與削磨相結合 [3]

8/08

‧‧‧結合衝壓與接合，例如用高

8/50

‧‧鞋底坯件鞋跟座部位之剖割與

8/10

頻電流施於切口與工件支

修整相結合（屬於固定鞋底

座之間 [3]

於鞋者見 27/04）[3]

‧‧利用裁剪樣板切割分開（用於

8/52

‧屈曲（一般皮革之屈曲見
C14B）[3]

修整見 8/38；製衣服之刻製
圖案見 A41H3/00；一般複描

8/54

‧‧用滾軋 [3]

8/56

‧‧用狹長切口使鞋坯件屈曲 [3]

8/12

樣板見 B23Q33/00，35/00）
[3]
‧‧‧所用之圖板與樣板 [3]

8/14

‧‧‧‧樣板邊角處塗黏合劑 [3]

8/16

‧裝飾（用折痕者見 8/44；屬於一
般皮革者見 C14B1/56）[3]

8/18

‧‧用衝孔或穿孔（裝鞋眼圈之衝

繃張或上楦
9/00

將鞋幫繃於鞋楦上所用之設備
（於鞋尖者見 15/00）

11/00 預處理機械或將鞋幫零件，鞋

孔見 100/02）[3]

幫後跟或內底裝配至鞋楦上以

8/20

‧‧‧所用之衝模 [3]

準備上楦操作之機械；裝上卸

8/22

‧‧用浮雕或印刷（一般印刷衝壓

下保護罩

見 B41）[3]
8/24

‧‧‧用加熱浮雕，例如用高頻電
流 [3]

8/26

‧為進一步工作作標記（8/16 優
先；一般印刷衝壓見 B41）[3]

8/28

‧‧畫線切割用之模板（用於製衣
服者見 A41H3/00）[3]

8/30

‧‧為後序切割工序繪製薄片狀材
料 [3]

8/32

‧對邊角之加工（屬於一般皮革者
見 C14B1/02，11/00）[3]

8/34
8/36

‧‧用削磨之方法（8/48 優先）
[3]
‧‧用修整鞋底坯件之邊緣（修整
作為製鞋之中間操作過程見
27/00，作為製鞋之最後操作
過程見 87/00）[3]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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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切割，例如利用樣板 [3]

11/01 ‧裝上或固定加強物或裝飾帶於鞋
幫之機器（於鞋底或內底者見
43/06）[3]
11/02 ‧‧於其邊緣 [3]
11/03 ‧‧塗以熱塑材料使鞋尖或鞋跟部
分變硬 [3]
11/04 ‧壓平線縫或平整鞋部件、鞋幫後
側等之機械（於加楦之鞋上見
55/00）
11/06 ‧鞋部件之臨時扣緊機械
11/08 ‧楦鞋後臨時縛住鞋部件或切掉縛
帶之機械
11/10 ‧楦鞋時保持縛住部件不動之裝置
11/12 ‧加熱或不加熱使鞋尖或鞋跟部分
成型之機械
11/14 ‧用蒸汽或液體處理鞋部件，如加
固物之裝置（用於緔底之鞋見
95/12）

A43D

13/00 當鞋幫鬆散地放於楦上時將其
繃張與釘住鞋尖之機械
13/02 ‧將帽或加固物固定於繃張機上之
裝置

15/00 用繩、帶或金屬線固定鞋尖之
繃張或上楦機；帶夾之上楦
機；有縫合裝置者，亦包括平

25/00 黏合鞋部件之裝置
25/047 ‧用黏合劑楦鞋之裝置或黏合內底
與鞋幫在一起之裝置（25/18，
25/20 優先）[3]
25/053 ‧‧附有旋轉之夾住器件 [3]
25/06 ‧ 黏 合 鞋 底 於 鞋 底 部 之 裝 置
（25/18，25/20 優先）[3]
25/07 ‧‧應用柔軟膜片壓機 [3]

型鞋用之楦鞋機（皮革或鞋之專

25/08 ‧‧貼邊壓合裝置

用縫紉機見 D05B）

25/10 ‧‧壓墊或其他黏鞋壓機之支撐物

17/00 鞋支座振盪之繃張或上楦機

25/12 ‧於鞋跟上黏合鞋跟側貼面或覆蓋

19/00 手工上楦；楦鞋鉗
19/02 ‧與楦鞋鉗共用的撳釘或釘釘裝置

物之裝置（25/18，25/20 優先）
[3]
25/14 ‧充填鞋底部之裝置

21/00 楦鞋機

25/16 ‧製造黏合之平台型鞋的裝置

21/02 ‧有一單個楦鞋抓爪者

25/18 ‧塗敷黏合劑於鞋部件上之裝置

21/04 ‧接連楦鞋之相對兩側者

（25/20 優先；一般塗敷液體或

21/06 ‧用於木質鞋底者（21/16，21/18

其他液態材料於表面見 B05）[3]

優先）
21/08 ‧鞋楦架及鞋尖或鞋跟包捲滑片可
水 平 及 垂 直 移 動 者 （ 21/16 優
先）

25/20 ‧活化或加快硬化黏合劑之措施，
例如利用加熱 [3]

27/00 作為中間操作之整修機（對邊角
之加工，例如鞋部件坯件之整修見

21/10 ‧床楦機

8/32；作為製鞋最後操作之整修見

21/12 ‧有楦夾、鞋形夾、滑片、拉帶或

87/00）

類似物以使鞋尖或鞋跟部於鞋楦

27/02 ‧固定於鞋底部之鞋底或鞋跟

上成型

27/04 ‧‧鞋底之跟部 [3]

21/14 ‧用於鞋尖或鞋跟部件附有釘釘裝
置
21/16 ‧有楦鉗或鞋尖或鞋跟包捲滑片
21/18 ‧有楦鉗及拉直作用之滑片，包括
用於形成鞋底中部者

23/00 繃張或上楦機之零件（釘釘裝置
見 75/00）
23/02 ‧滑片；鞋底壓具；鞋楦支撐物；
鉗
23/04 ‧鞋楦承載器；鞋導輪
23/06 ‧切除鞋幫或襯裡多餘部分之裝置

製作或固定鞋底、鞋跟或包邊，或
準備此等物品將其固定於鞋上；楦
鞋後之其他操作；反緔

27/06 ‧‧鞋跟之罩蓋 [3]

29/00 用帶狀材料製鞋底之機械
31/00 製造或嵌入鞋底中部加強物之
機械
31/02 ‧製造底鞋中部加強物之機械
31/04 ‧嵌入鞋底中部加強物之機械

33/00 裝配鞋跟墊皮之機械（切出鞋跟
墊皮見 8/02）
33/02 ‧鞋跟墊皮之量規；堆放鞋根墊皮
之盒
33/04 ‧用鞋跟墊皮製成鞋跟之敲釘機械
33/06 ‧鞋跟墊皮分選機

35/00 使現成的離散鞋底、鞋底部或
固定於鞋底部之鞋底成型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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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膠接鞋底於鞋底部見 25/06）
37/00 膠接前將鞋底或其他鞋部件銼
毛之機械
39/00 製造平足用之腳墊或腳背墊之
機械
43/00 於鞋底或內底安裝前對其製作
縫合口，或進行其他預處理之
機械（鞋底或內底之屈曲見
8/52）
43/02 ‧用切割法製作縫合口之機械
43/06 ‧施增強材料於內底之機器；裝上
裝飾帶或棱條，如於鞋底等上縫
棱條

44/00 連接貼邊或鞋跟墊皮之機器
47/00 整修或對接固定於鞋幫之貼邊
的機器
49/00 敲打機器
51/00 縫口定形之機器
53/00 順沿內接縫剪去多餘材料之機
器
55/00 平整、熨壓或磨平上楦鞋內接
縫之機器

69/10 ‧使用現成的木釘
69/12 ‧附有用木條製木釘之裝置
69/14 ‧將幫腳用釘或騎馬釘釘於附木底
之鞋上的機器

71/00 上釘機械之元件；餵釘之裝置
71/02 ‧移動操縱桿之傳動機械；與操縱
桿相連之切釘裝置

75/00 繃張機或楦鞋機之上釘裝置
79/00 壓跟與上釘連合機
81/00 連結後跟掌之機器
83/00 不附上釘裝置之鞋跟壓機；衝
壓單個鞋底片或衝釘眼之機器
85/00 反緔機或裝置，如製反緔鞋用
者
86/00 未包括於 25/00 至 83/00 目中之
裝配鞋底或鞋跟至鞋幫之機
器，例如焊接 [6]

於附底鞋之鞋幫、鞋底或鞋跟上完
成整修工作；製造鞋之附加物
87/00 邊或鞋跟切割器；修剪鞋跟側
面之機器（木質鞋跟之修剪機見
B27M；仿形切削機見 B44B）

57/00 連接貼邊末端之機器
59/00 鞋縫妥後幫腳之起毛機
61/00 拔釘、切釘或檢測釘之機器

89/00 用輥壓平鞋底之機器
91/00 分縫機或縫線交錯成齒狀之機
器

63/00 執行其他修飾工作之機器

93/00 齒邊機

67/00 用螺釘或螺旋鐵絲固定鞋底或

95/00 鞋整修機械

鞋跟之機器
69/00 釘鞋機器（一般的釘釘機見
B27F）
69/02 ‧使用現成的釘子
69/04 ‧附有由金屬絲或金屬條或其他材
料製釘子之裝置

95/02 ‧處理或光滑鞋幫以除去皺折等之
機器
95/04 ‧安裝槽蓋之機器
95/06 ‧上色或化學處理之機器；裝飾鞋
底底部（擦亮見 95/20）
95/08 ‧附或不附除塵之擦、磨或整修的

69/06 ‧使用現成的騎馬釘

機器或工具（除塵用吸入式清潔

69/08 ‧附有製造騎馬釘之裝置

器見 A47L5/00；家用清潔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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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見 A47L23/00）

100/04 ‧‧插入隱藏的鞋眼

95/10 ‧鞋之乾燥或加熱裝置

100/06 ‧‧同時插入兩個鞋眼

95/12 ‧調節、軟化或潤濕之裝置（用於

100/08 ‧於鞋上裝扣子（衣服上裝扣見

繃張或上楦之前見 11/14）
95/14 ‧結合作標記、印製或嵌花之設備

A41H37/00）
100/10 ‧於鞋上安鞋帶鈎之機器或工具

（鞋部坯件之裝飾見 8/16；印

100/12 ‧於鞋上插入彈性接片之機器

製本身、打印本身見 B41）

100/14 ‧從鞋上除去扣子、鞋帶鈎或類似

95/16 ‧製鞋用之擦亮工具（一般擦亮工

物之裝置

具見 B24D）
95/18 ‧‧加熱製鞋用之擦亮工具的裝置
95/20 ‧擦亮鞋底或鞋跟之機器
95/22 ‧附或不附齒邊裝置之擦亮鞋底邊
的機器
95/24 ‧擦亮鞋底之機器
95/26 ‧施蠟之裝置
95/28 ‧連結保護物於鞋底或鞋跟之機器

97/00 製拉片之機器
98/00 製鞋帶之機器（皮革製鞋帶見
C14B；一般編織帶見 D04C）
；鞋

其他製鞋之機械
111/00 有供鞋運輸器之製鞋機
113/00 製鞋幫外反緔鞋者或製軟皮鞋
之機器
115/00 切去或除去鞋跟墊皮、鞋跟或
鞋底或為修理作準備之拆去線
縫跡的機器
117/00 接受或運輸鞋或鞋部件之架
子；其他運輸設施

帶頂端塗上纖維或賽璐璐之機
器（用金屬片製鞋帶頂端見
B21D；用金屬線製者見 B21F）[8]

100/00 於鞋上裝上或除去鞋眼扣、鞋
帶鈎或彈性接片

119/00 鞋機之傳動或控制機械；鞋機
框架
9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8]

100/02 ‧衝孔及安鞋眼之機器或工具（一
般衣服用見 A41H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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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用服飾用品；珠寶

A44B 鈕扣，別針，帶扣，拉鏈或類似物（專用於鞋上之緊固物見 A43C）
附註
本次類包括帶扣或拉鏈，不論其是否用於男性服飾或作其他用途。

次類索引
鈕扣；鈕扣板................... 1/00 至 5/00；7/00

其他夾緊或固定裝置.. 6/00 至 18/00， 99/00

拉鏈 ........................................................ 19/00

1/00

鈕扣

1/02

‧以其材料為特徵

1/04

‧裝飾用鈕扣

1/06

‧鈕扣之裝配

1/08

‧結構特點

1/10

3/02

‧全剛性者

3/04

‧具有整體可傾斜的頭者

3/06

‧具有由兩個傾斜蓋片形成的頭部
者

3/08

‧頭部與底部可分離者

‧‧可洗的

5/00

袖扣

1/12

‧‧為織物所覆蓋

5/02

‧附可分離部件者

1/14

‧‧附有可置換的覆蓋物
‧‧附有保護性覆蓋物

6/00

領帶、圍巾或類似物之固定物

1/16
1/18

‧適用於特殊扣緊方式

1/20

‧‧用正面可見的線連上者

1/22

‧‧用正面看不見的線連上者

與帶有附於衣服上之外殼部件

1/24

‧‧‧有眼之鈕扣

相連的別針（領帶別針見 9/08；

1/26

‧‧附彈性的鈕扣背面凸出部分者

屬於裝飾性者見 A44C）

1/28

‧‧附鈕扣背面凸出部分及對應片

或繫鏈，例如領帶夾子，附有
領帶繫鏈之彈簧夾子、別針、

7/00

裝鈕扣、領扣或袖扣之板

9/00

帽子別針、圍巾別針、安全別

者
1/30

‧‧‧螺旋扣

1/32

‧‧‧鈕扣背面凸出部分嵌入對應

針或類似物（屬於裝飾性者見
A44C；髮針見 A45D8/02）

片並通過滑動或轉動鎖住
1/34

‧‧‧有撳緊作用之對應片

9/02

‧簡單別針

1/36

‧‧‧有形似開口鎖，開口飾針或

9/04

‧‧普通別針

9/06

‧‧帽別針

9/08

‧‧領帶別針（與帶有附於衣服上

類似物之對應片
1/38

‧‧由彈簧作用夾緊

1/40

‧‧有螺旋狀金屬絲鈕扣背面凸出

之外殼部件相連的別針見
6/00）

部分而旋入衣料
1/42

‧‧有可變形的叉腳

9/10

‧‧安全器件

1/44

‧‧有可變形的對應片

9/12

‧安全別針

領扣

9/14

‧‧普通安全別針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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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胸針；胸針用別針

19/12 ‧‧聯鎖部件具有連續螺旋形狀者

9/18

‧‧鉸鏈；鎖緊裝置

19/14 ‧‧聯鎖部件由翼形或城堡形條邊

9/20

‧連接玻璃或類似物飾物頭於別針
之桿

形成者
19/16 ‧‧於整個帶條長度間聯鎖部件具

11/00 帶扣；連結帶或類似物之扣
件，如用於安全帶者
11/02 ‧帶之表面的摩擦結合
11/04 ‧‧無可動部件
11/06 ‧‧附有夾緊裝置
11/08 ‧‧‧於楔形槽中可置換的滾動物
11/10 ‧‧‧可滑動的楔
11/12 ‧‧‧可轉動的夾具
11/14 ‧‧‧‧有撳緊作用
11/16 ‧‧由彈簧作用固定之帶
11/18 ‧‧由穿入連帶之環而固定的帶

有同一截面者 [3]
19/18 ‧鎖住時，除滑動頭外，尚有第三
個部件或多個部件連結於相鄰帶
條之邊上，如用滑動頭使第三個
元件移入位置上 [3]
19/20 ‧‧第三個元件為帶條所包住 [3]
19/22 ‧‧第三個部件包住帶條 [3]
19/24 ‧零件
19/26 ‧‧滑動頭
19/28 ‧‧‧至少能由一條帶條上卸下
[3]
19/30 ‧‧‧附有能於適當位置鎖緊之裝

11/20 ‧由帶上之孔或類似物結合者

置

11/22 ‧‧有固定尖針之帶扣

19/32 ‧‧使拉鏈不漏水、不漏氣之裝置

11/24 ‧‧有可動尖針之帶扣

19/34 ‧‧帶條（19/40 優先）；固定於帶

11/25 ‧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可分離的部件
者

條上之翼片用以遮蓋聯鎖部
件（19/32 優先）[3]

11/26 ‧‧用按扣扣緊者

19/36 ‧‧將拉鏈兩條帶條於頂端永久連

11/28 ‧‧帶上末端扣件與鈎相連接者

合的器件；阻止滑動頭於頂

13/00 掛鈎或孔眼扣件

端移動的器件

13/02 ‧掛鈎之彈簧鎖合

15/00 鑰匙環
17/00 壓扣或撳扣件
18/00 屬於“一碰即鎖合”之扣件；
製造此類扣件 [3]

拉鏈

19/38 ‧‧於拉鏈之一端，可使滑動頭脫
離帶條之器件，即兩條帶條
可以完全互相分離
19/40 ‧‧將分離的或單件的聯鎖部件連
接於帶條上、加固此類連
接，如縫合
19/42 ‧於其他一個類中，如 B21D53/50
，B21F45/18，B22D17/16，
B29D 5/00 中不完全包括的加工

19/00 拉鏈
19/02 ‧帶有固定於每一條帶條上之一串
單個聯鎖部件的拉鏈
19/04 ‧‧扣緊時邊接邊排列之拉鏈帶條
19/06 ‧‧‧附有基本上屬矩形的部件，
每個部件具有聯鎖之凸出
物及零件
19/08 ‧‧扣緊時並排排列之拉鏈帶條
19/10 ‧每一條帶條上具有一個整塊的聯

製造
19/44 ‧‧將金屬聯鎖部件固定於現成的
帶條上（製造金屬拉鏈部件
連同安裝見 B21D53/52）[3]
19/46 ‧‧‧固定單個的聯鎖部件 [3]
19/48 ‧‧‧‧固定前對聯鎖部件之處理
[3]
19/50 ‧‧‧固定整塊的聯鎖部件 [3]
19/52 ‧‧於製造帶條之同時將聯鎖部件

鎖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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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於帶條上 [3]
19/54

19/64 ‧‧‧用以裝配拉鏈之滑動頭把手

‧‧‧於紡織帶條時 [3]

19/56 ‧‧‧於編結帶條時 [3]
19/58 ‧‧除去聯鎖部件以產生空隙 [3]
19/60 ‧‧於帶條上安上端阻塞點 [3]

[3]

21/00 (轉見 A44B 99/00)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19/62 ‧‧於帶條上使滑動頭安裝就位[3]

題 [2010.01]

A44C 珠寶；手鐲；其他人身裝飾品；硬幣
次類索引
依人體佩帶部位之製品

依其他方面之製品

耳飾 ............................................................7/00

..............13/00，15/00，17/00，21/00，25/00

臂或手指飾物..................................5/00，9/00

珠寶或其他人身裝飾品之製作............. 27/00

人體其他部位飾物

錶或珠寶之防竊裝置............................. 19/00

.................. 1/00，3/00，11/00，23/00，25/00

1/00

裝璜或裝飾方面之胸針或夾子

3/00

勛章；徽章

5/00

手鐲；手錶帶；手鐲或手錶帶

11/00 錶鏈；裝飾鏈
11/02 ‧扣緊裝置

13/00 可連結的珠寶

之緊固物

15/00 其他形式之珠寶

5/02

‧連接結構

17/00 寶石或類似物

5/04

‧‧可伸展者

5/06

‧‧‧有隋夾子者

5/08

‧‧‧有分別連接者

5/10

‧‧不可伸展者

19/00 防止錶類或珠寶遭盜竊之裝置

5/12

‧C－彈簧型手鐲或手錶托

21/00 硬幣（專門用於操縱投幣機構之

5/14

‧以固定於手錶或類似物之方式為
特徵者

5/16

‧‧利用折疊帶

5/18

‧ 帶 之 扣 緊 物 （ 帶 扣 見
A44B11/00）

5/20

‧‧開口帶用者

5/22

‧‧閉口帶用者

5/24

‧‧‧有折疊裝置者

7/00

耳環；刺穿耳垂之裝置

9/00

戒指

9/02

‧可調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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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 ‧裝寶石之底座
17/04 ‧將寶石鑲嵌入珠寶內；鑲嵌工具

硬幣見 G07F1/06）
；應急錢幣；

啤酒或賭博用硬幣或代幣或類
似物
23/00 念珠
25/00 在 1/00 至 19/00 或 23/00 目不包
括的人身佩帶之各種裝飾物
品，如十字形飾物、十字架、
小飾物[8]
27/00 珠寶或其他人身飾物之製造 [2]

A45B

A45

手攜物品或旅行品

A45B 手杖（行路輔助物，如盲人用手杖見 A61H3/06）；傘；女用扇或類似物
（手杖或傘之座架或支座見 A47G25/12）

附註
本次類內“傘”一詞亦包括與傘結構類似的遮陽蓬；
“手杖” 一詞亦包括手杖和傘棍。[2009.01]

次類索引
手杖或傘棍 .................... 1/00，3/00，7/00，9/00

傘

零件 .......................................................... 25/00

折疊手杖或傘 ............................. 5/00，21/00
一般結構 .......................11/00 至 19/00，23/00

手杖；傘棍

女用扇或類似的扇 ................................ 27/00

傘

帶支撐、懸掛或攜帶裝置的手

11/00 以其形狀或附件為特徵之傘

杖

11/02 ‧繫於使用者身上者

1/02

‧能攜帶小包或類似物之帶輪手杖

11/04 ‧安置於使用者頭上者

1/04

‧具有懸掛裝置或帶鎖之手杖

13/00 紙製傘

3/00

與其他物體結合之手杖

3/02

‧附照明裝置

3/04

‧‧電的

17/00 可傾斜的傘

3/06

‧附掛衣架

19/00 傘之特殊折疊或伸縮

3/08

‧附測量器或稱重器

19/02 ‧可充氣膨脹的傘；無傘骨之傘

3/10

‧附錢包

19/04 ‧附可伸縮的柄

3/12

‧附望遠鏡

19/06 ‧附可伸縮的傘骨

3/14

‧附武器

19/08 ‧附可折疊的柄

3/16

‧附吸煙用具

19/10 ‧附可折疊的傘骨

5/00

可改變成座位之手杖或傘；獵

19/12 ‧‧惰夾子形

杖

21/00 可變成手杖之傘

7/00

其他手杖，如彎曲形者

23/00 其他傘

9/00

零件

25/00 傘零件（傘棍見 1/00 至 9/00；傘

9/02

‧柄或頭部

9/04

‧頂端金屬箍或尖

25/02 ‧傘骨架

9/06

‧附有名片或類似物之手杖

25/04 ‧‧用於製造或修理之裝置

1/00

15/00 帶有可分開傘套的傘

之照明裝置見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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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 ‧傘滑套

25/24 ‧傘閉合時之保護套

25/08 ‧‧緊固或鎖住裝置

25/26 ‧‧通風傘套

25/10 ‧傘帽

25/28 ‧傘之滴水存貯器；及其附屬裝置

25/12 ‧保持傘閉合的裝置，如磁性裝置

25/30 ‧名片；徽章；標記或標誌裝置；

25/14 ‧撐開及閉合傘之裝置

連結此類物品之裝置（連結於傘

25/16 ‧自動撐開器，如附彈簧裝置之傘

柄上見 9/06）

骨架
25/18 ‧傘面（可分開的傘面見 15/00）
；
扣緊傘面之裝置

27/00 婦女用扇或類似的扇
27/02 ‧用手驅動機械的

25/20 ‧‧傘面窗
25/22 ‧增強傘耐風之裝置

A45C 小包；行李箱；手提袋 [8]
附註
本次類內中，下列術語的含意為：
-“行李箱”是指用於旅行中的承載個人所有物的容器，如旅行袋、手提箱、大衣
箱。[8]

次類索引
小包 ..................................................... 1/00，15/00

特殊應用 ........................................................ 11/00

袋；大衣箱或籃

零件或附件 ....................................................13/00

............................3/00，5/00，7/00，9/00，15/00

1/00

小包；錢袋；皮夾子（裝鑰匙之
皮夾子見 11/32）[8]

3/08

‧‧蓋子可摘離或可洗的手提袋

3/10

‧海濱袋；不漏水的海濱袋

3/12

‧鞋袋

3/14

‧與皮手筒相連的袋

5/00

硬或半硬行李箱（可折疊或可伸

1/02

‧小包

1/04

‧‧腰帶或手鐲所附的小包；錢袋

1/06

‧皮夾子；錢包 [8]

1/08

‧小包及皮夾子之組合

展的行李箱、袋或類似物見

1/10

‧售票員或類似工作人員之錢袋；

7/00）[8]

附有固定的硬幣托架之錢袋

5/02

‧其材料[1,8]

1/12

‧儲蓄箱

5/03

‧手提箱[2006.01]

3/00

柔性行李箱；手提袋（可折疊或

5/04

‧大衣箱；旅行箱

5/06

‧有外貼袋的[1,8]

5/08

‧圓形或橢圓形的[1,8]

5/10

‧‧（包括在 5/00 中）[8]

5/14

‧附有內裝的滾動裝置[1,8]

7/00

可折疊或可擴張的行李箱、袋

可伸展的行李箱、袋或類似物見

7/00）[8]
3/02

‧公文袋或類似物

3/04

‧購物袋；購物網兜

3/06

‧女用手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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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似物
7/02

‧有惰夾子結構的

9/00

可改成有其他用途的行李箱或
袋（隨身攜帶的袋或包可變成其
他物品見 A45F 4/02；衣櫃式大衣
箱見 A47B61/06；衣箱式床見
A47C17/82）

11/00 其用途於 1/00 至 9/00 各目中不

的裝置 [1,8]
13/03 ‧‧支撐衣服的裝置 [8]
13/04 ‧框架[1,8]
13/06 ‧‧框架閉合物[1,8]
13/08 ‧手提袋或小包之裝飾裝置
13/10 ‧緊固物之配置
13/12 ‧‧按扣或旋轉式扣緊固物
13/14 ‧‧桿條扣件者
13/16 ‧滾遮蓋型之關閉物

包括的容器（專用於梳妝或化妝

13/18 ‧防止行李箱或被竊或丟失之裝置

設備者見 A45D 29/20、A45D

13/20 ‧‧鏈或帶

44/18；旅行縫紉袋見 A45F3/48）

13/22 ‧‧可分開的柄；可折入手提箱內

11/02 ‧帽盒

之柄（為攜帶用之分離的柄

11/04 ‧眼鏡盒；夾鼻眼鏡盒

見 A45F5/10）

11/06 ‧‧眼鏡盒或夾鼻眼鏡盒之製造

13/24 ‧‧發聲、突剌、放氣或類似的裝
置

11/08 ‧望遠鏡或雙筒望遠鏡之盒子
11/10 ‧附窗或不附窗之錶盒或防護裝置

13/26 ‧特殊用途之柄（13/22 優先）

11/12 ‧‧透明的手錶防護物

13/28 ‧‧柄與其他裝置之組合

11/14 ‧郵票之袋夾

13/30 ‧帶；條

11/16 ‧寶石盒

13/34 ‧保持蓋或覆蓋物張開的撐條或托

11/18 ‧票夾或類似物

架

11/20 ‧午餐或野餐盒或類似物

13/36 ‧邊、角或其他部位之增強物

11/22 ‧游泳時用之不漏水容器

13/38 ‧行李運送器

11/24 ‧ 其 用 途 於 11/02 至 11/22 ，

13/40 ‧與袋相連的傘、手杖或手套夾子

11/26，11/32 至 11/38 之各個單

13/42 ‧識別行李之裝置；固定行李之裝

獨次目內不包括的小盒子
11/26 ‧具分開物品的袋之捲裹容器
11/32 ‧裝鑰匙之袋或皮夾子
11/34 ‧ 鉛 筆 盒 ； 鉛 筆 小 盒 或 類 似 物
[1,2006.01]
11/36 ‧繪圖儀器或類似儀器之盒
11/38 ‧照相機盒，如永備型者

置

15/00 包含在 1/00 至 11/00 目中，與
其他物品相組合之小包、袋、
行李箱或其他容器（1/08，3/14
優先）[8]
15/02 ‧與便箋簿組合
15/04 ‧與鏡子組合

13/00 零件；附件 [1,8]

15/06 ‧與照明裝置組合

13/02 ‧內部配件；用來支撐或包捲物件

15/08 ‧與錶組合

A45D 美髮或修面設備；修指甲或其他化妝處理（假髮、男子假髮或類似物見
A41G3/00，5/00；理髮椅見 A47C1/04；剪髮器具、剃刀見 B26B）

次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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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

修手指甲或修腳指甲................ 29/00，31/00

洗髮或染髮；乾燥...................... 19/00；20/00

其他美容處理 ............................. 2/48，40/00

使髮捲曲或成波浪狀.................... 1/00 至 7/00

附件

變直 ............................................................7/00

容器或施用器............................ 33/00 至 40/00

頭髮固定物 ................................................8/00

鏡子 ..........................................................42/00

其他理髮用具.............................. 24/00，26/00

其他梳妝或化妝設備............................. 44/00

修面附件 ................................................ 27/00

4/08）

頭髮之捲曲或固定
1/00

2/14

‧‧單件型，如用或不用繩、帶或
類似物之硬桿或管作為頭髮

捲髮夾，即熱用夾；捲髮鉗，

扣緊裝置

即熱用鉗；及其附件

2/16

‧‧‧形如叉桿或管

1/02

‧附內加熱裝置，如用液體燃料

2/18

‧‧‧撓性捲髮器（2/20 優先）

1/04

‧‧用電

2/20

‧‧‧彈性捲髮器

1/06

‧附兩個或多個夾片（1/02 優先）

2/22

‧‧‧附能使液體從中通過之裝置

1/08

‧‧使用時夾片彼此保持平行，如

2/24

‧‧多件型，如附非為用於扣緊之

夾片彼此平行滑動

滑動部份

1/10

‧‧附可旋轉的柄套

2/26

‧‧‧叉型者

1/12

‧‧螺旋形或鋸齒形

2/28

‧‧‧附夾弓扣緊裝置

1/14

‧‧夾片係彼此可分離的

2/30

‧‧‧附滑動扣緊裝置

1/16

‧附單個加熱元件（1/02 優先）

2/32

‧‧‧附單轉動裝置，如棘爪

1/18

‧附梳子（1/02 優先）

2/34

‧‧‧附底夾

1/20

‧捲髮夾或捲髮鉗用之外加熱裝置

2/36

‧連有加熱或乾燥裝置，如用電

1/28

‧具調控或指示溫度的裝置

者，使用化學反應之捲髮器或捲

2/00

捲髮或燙髮裝置（熱捲髮夾，捲

繞器

2/02

髮鉗見 1/00）

2/38

‧使表面成波紋狀之裝置

‧使用時基本上與頭皮垂直之頭髮

2/40

‧‧壓髮鉗

捲繞器或捲曲器，即立式捲髮器

2/42

‧附齒或梳之夾或扣緊物

（6/14，6/16 優先；附有加熱或

2/44

‧使用相重疊的或分離的兩個或多
個梳，如使用可滑動梳

乾燥裝置者見 2/36；捲髮器或
燙髮器外加或與之相連的加熱裝

2/46

‧燙髮帽

置見 4/02）

2/48

‧捲眼睫毛器；捲眉毛器

2/50

‧鬍鬚黏合劑，類似保護鬍鬚之裝

2/04

‧‧形如附夾具之桿

2/06

‧‧形如附底板或底夾之桿

2/08

‧‧空心型者（2/10 優先）

2/10

‧‧形如捲軸或筒子

2/12

‧使用時與頭皮平行的頭髮捲繞器
或捲髮器，即扁平捲髮器

置 [1,2006.01]

4/00

獨裝置（不與捲髮器或燙髮器相
連的頭髮乾燥裝置見 20/00）
4/02

（6/14，6/16 優先；附內電熱裝
置見 2/36；捲髮器或捲繞器外
加或與之相連的加熱裝置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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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加熱捲髮器或燙髮器之單

‧立式捲曲用，如附有減少熱之裝
置（4/14，4/16 優先）

4/04

‧‧由蒸汽或熱空氣加熱者

A45D

4/06

‧‧由電加熱者

4/08

‧平式捲曲用者，如附有使熱減少
之裝置（4/14，4/16 優先）

其端部用樞軸連接
8/26

‧‧附按扣

8/28

‧‧附其他固定器

4/10

‧‧由蒸汽或熱空氣加熱者

8/30

‧‧附梳子狀叉子

4/12

‧‧由電加熱者

8/32

‧‧附雙弓；附 U 形翼

4/14

‧帶化學熱反應及貯熱者

8/34

‧髮辮夾；髮編夾

4/16

‧使用前以加熱捲髮或燙髮工具為

8/36

‧髮帶；髮環

特徵之獨立裝置（1/20 優先）

8/38

‧束髮帶，如金屬線柵

‧使用時加熱捲髮或燙髮工具之器

8/40

‧髮網；頭髮保護帽

4/18

件支架或懸掛裝置

6/00

捲髮或燙髮裝置之零件或附件

6/02

‧頭髮捲於立式捲髮器上之裝置

6/04

‧頭髮捲於平式捲髮器上之裝置

6/06

‧盒形氣動捲曲裝置

6/08

‧底夾，如用於立式捲曲器

6/10

‧‧用於平式捲曲器

6/12

‧‧附冷卻裝置

6/14

‧捲髮器之簡單夾

6/16

‧捲髮器別針

6/18

‧使用時捲髮器或類似物之保護裝
置或包裹物

6/20

‧捲髮器之調控溫度裝置

7/00

使頭髮成波紋、變直或捲曲之
方法 [2,8]

頭髮或頭皮之清潔器具，頭髮 之乾
燥或頭髮之染色 [8]
19/00 洗滌頭髮或頭皮之裝置；用於
染髮之類似裝置
19/02 ‧手動工具，如手動的噴淋頭
19/04 ‧可搬動的洗滌架
19/06 ‧盆形或類似的敞口容器
19/08 ‧‧洗盆之改製物
19/10 ‧‧‧倒仰的洗手盆
19/12 ‧‧集水盆
19/14 ‧ 閉 合 的 洗 滌 裝 置 ， 如 沖 洗 帽
（19/18 優先）
19/16 ‧用蒸汽，油或類似物對頭髮表面
處理
19/18 ‧染髮帽

7/02

‧熱法

7/04

‧化學法

7/06

‧化學法及熱法之組合

8/00

頭髮固髮裝置；及其附件

20/02 ‧長散髮之鋪展框架

8/02

‧髮針

20/04 ‧熱空氣發生器（20/20；20/22 優

8/04

‧‧單枝者

8/06

‧‧雙枝者，如 U 形者

20/06 ‧‧除電以外之加熱；人力通風

8/08

‧‧‧附鋸齒形枝者

20/08 ‧‧電加熱

8/10

‧‧‧附齒者

20/10 ‧‧‧手持的乾燥裝置，如空氣沖

8/12

‧高梳或裝飾梳

8/14

‧髮夾，即彈性整件雙翼夾

20/12 ‧‧‧‧零件或附件，如噴嘴、架

8/16

‧‧帶附加固定器

20/14 ‧‧‧可搬動的乾燥架

8/18

‧開夾器；夾盒

20/16 ‧‧‧固定安裝之乾燥裝置

8/20

‧髮鉗，即彈性多部件鉗，各部件

20/18 ‧附供給熱空氣之撓性帽

端部間用樞軸連接
8/22

‧‧帶附加固定器

8/24

‧髮扣，即多部件髮扣，各部件於

20/00 頭髮乾燥裝置；及其附件（2/00
優先）

先）

洗器

20/20 ‧無熱空氣供應或其他通風之頭
盔，如電加熱者
20/22 ‧裝有通風或加熱元件之頭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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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頭盔體之形狀或結構（20/26
優先）
20/26 ‧‧空氣之導入；空氣量之調控

用油蕊
24/26 ‧‧附撓性壁之液體，糊狀物或粉
末之貯存裝置

20/28 ‧‧以連接的熱元件來乾燥空氣

24/28 ‧‧附活塞泵

20/30 ‧‧專門適用於頭髮乾燥裝置之電

24/30 ‧ 專 門 適 於 除 污 垢 或 油 脂 之 梳

路

（24/32 優先）

20/32 ‧‧頭盔之支撐或扣緊

24/32 ‧附吸入裝置之梳

20/34 ‧‧通風裝置之排列

24/34 ‧頭頂分縫之裝置

20/36 ‧‧馬達之懸掛

24/36 ‧專門適用於修剪頭髮裝置之梳，

20/38 ‧‧電熱裝置之配置

模板或導向裝置

20/40 ‧‧‧使用紅外線者

24/38 ‧梳支架

20/42 ‧‧附加的裝置或措施，如減少噪

24/40 ‧梳清潔器

音、音樂伴奏者
20/44 ‧通風裝置及加熱裝置與頭盔分離
的乾燥頭盔
20/46 ‧‧具有排出熱空氣之管
20/48 ‧附內熱元件之乾燥頭髮梳或乾燥
頭髮刷
20/50 ‧‧並備有空氣流
20/52 ‧以外熱源加熱之乾燥頭髮梳或乾
燥頭髮刷

24/00 愛護頭髮之髮梳；及其附件
（高梳或梳妝梳見 8/12；乾燥頭髮
梳見 20/48 至 20/52；利用剃刀刀
片之整件或與梳子相結合的修髮裝
置見 B26B21/00，如 B26B21/12）
24/02 ‧單片梳

者
24/44 ‧‧作單個裝置
24/46 ‧‧‧帶滾刷

26/00 燙焦髮根之裝置；除去多餘頭
髮之裝置，如鑷子（利用電外科
裝置除去頭髮見 A61B18/04，
18/18）

27/00 修面附件（裝修面肥皂之容器見
40/00；修鏡面見 42/08）
27/02 ‧於人體上塗泡沫；泡沫之產生
（修面刷見 A46B）
27/04 ‧‧塗泡沫之手用工具，如使用刷
27/06 ‧‧塗泡沫之馬達驅動裝置
27/08 ‧‧塗泡沫之手套或布

24/04 ‧多片梳
24/06 ‧‧可折疊的梳（24/08 優先）
24/08 ‧‧附保護套
24/10 ‧‧與附加部件組合
24/12 ‧‧‧附懸掛裝置
24/14 ‧‧‧附連於使用者手上之柄
24/16 ‧‧‧附便於操作之刷，墊或類似
的附加部件
24/18 ‧‧‧附加部件僅於梳子部件不操
作時始能操作
24/20 ‧‧‧‧附加部件為指甲清潔器或
指甲銼
24/22 ‧附有對液體，糊狀物或粉末分施
裝置之梳子
24/24 ‧‧附有可隨意分施的裝備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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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2 ‧‧與梳可分開的，或固定於梳上

27/10 ‧‧由壓縮空氣或旋動水操作之泡
沫產生裝置
27/12 ‧ ‧ 附 攪 動 器 之 泡 沫 產 生 裝 置
（27/10 優先）
27/14 ‧修面用大杯
27/16 ‧‧附盛肥皂器
27/18 ‧‧附刷子支架
27/22 ‧存放修面用具之容器或載器
27/24 ‧‧裝使用後之刀片者（收集使用
後的手術刀片的設備見
A61B17/3217；用於分配剃刀
片見 B65D83/10）[8]
27/26 ‧‧裝止血藥管、止血藥棉或類似
物

A45D

27/28 ‧‧於一種修面用具中貯存另一種

33/04 ‧‧附彈簧底

者（用以存放修面乳脂、止

33/06 ‧‧附隔板底

血藥或類似物之與剃刀連為

33/08 ‧‧由旋轉葉片操作者

一整體或附屬於剃刀之裝置

33/10 ‧‧附虹彩隔片形式之密封物

見 B26B21/44）

33/12 ‧‧附滾輪

27/29 ‧ ‧ 刮 臉 刀 或 剃 刀 架 （ 27/46 優
先）

33/14 ‧‧附螺絲
33/16 ‧‧蓋上有開孔，可由移動或轉動

27/38 ‧為修面用之皮膚撐展器
27/40 ‧呼吸偏導器
27/42 ‧修面罩
27/44 ‧去除肥皂泡沫之裝置
27/46 ‧專門適於清潔或消毒刮臉器或剃
刀之裝置
27/48 ‧‧乾燥裝置

遮蓋部件而加以開或關
33/18 ‧附特殊之裝璜布置或形式 33/20
‧附有可移動安裝的抽屜之容
器
33/22 ‧頂部及底部附有蓋或遮蓋物之容
器
33/24 ‧一側有雙蓋之容器；附若干蓋之
容器

修手甲或修腳趾甲
29/00 修手指甲或修腳趾甲工具
29/02 ‧指甲刀或剪刀
29/04 ‧指甲銼，如手動者
29/05 ‧‧馬達驅動
29/06 ‧指甲尖定形器
29/11 ‧指甲磨光裝置

33/26 ‧與其他物體組合
33/28 ‧‧附唇膏管或附其他化妝品
33/30 ‧‧附錶類或其他機械驅動的物品
33/32 ‧‧附照明裝置
33/33 ‧‧附有手鐲或勛章架者，如懸環
33/34 ‧粉撲，如附有容器者
33/36 ‧‧附柄
33/38 ‧含粉或其他梳妝物質之紙

29/12 ‧‧手動者
29/14 ‧‧馬達驅動者
29/16 ‧指甲表面修整棒

34/00 專用於盛裝液體梳妝或化妝物
質，如香水之容器或附件

29/17 ‧指甲清潔器，如刮刀

34/02 ‧香水瓶，如附蒸發器

29/18 ‧成套修指甲或趾甲用具，如不帶

34/04 ‧專用於塗敷液體之裝置，如使用

箱子，小盒或類似物之結合體

輥軸或球

（與剪刀鞘相結合或附著於剪刀

34/06 ‧與其他梳妝品相結合，如唇膏

鞘上見 B26B13/22，29/04）

37/00 專適用於液體梳妝或化妝物質

29/20 ‧‧專用於此之箱，盒，小盒或類
似物
29/22 ‧手指支撐物

31/00 人造指甲

專用於處理梳妝或化妝物之容器或

之香粉墊
40/00 專用於貯存或處理固體或膏狀
梳妝或化妝物，如修面皂、唇
膏、化妝膏之外殼或附件（具有
相同於運用粉末或液體梳妝或化妝
物的容器之特點者見 33/00 至

附件

37/00；化妝的或類似的配製品見

33/00 專用於處理梳妝或化妝粉之容
器或附件
33/02 ‧附分配裝置，如撒布裝置

A61K 8/00,A61Q；樣品台或類似
物見 G09F5/00）[8]
40/02 ‧唇膏或類似固體於其中滑動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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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40/06 優先）

42/08 ‧修面鏡

40/04 ‧‧用螺旋推動

42/10 ‧‧被照明者

40/06 ‧唇膏或類似固體於其中螺旋運動

42/12 ‧‧能掛於人體上者

的外殼
40/08 ‧備有為唇膏末端用之篩及成型部
件

42/14 ‧‧附真空杯者
42/16 ‧‧附其他懸掛或支撐裝置
42/18 ‧多面反射鏡

40/10 ‧於其內用彈簧將唇膏或類似固體

42/20 ‧‧與惰夾子相連

壓至使用處或回至縮回處之外殼

42/22 ‧金屬鏡

40/12 ‧附防止唇膏無用運動裝置之外殼

42/24 ‧活動鏡

（40/10 優先）
40/14 ‧附排除廢唇膏或類似物裝置之外
殼
40/16 ‧唇膏之再裝入；生產唇膏之模製

44/00 其他梳妝或化妝設備，如理髮
室用者
44/02 ‧專用於理髮室並且於其他類目中
不包括之傢俱或其他設備（理髮

裝置
40/18 ‧與其他物體相結合的外殼
（40/24，42/02 優先）
40/20 ‧鉛筆裝之化妝品；於使用時握住
棒形之化妝品或修面皂之簡單把
手
40/22 ‧附鉸接蓋之外殼
40/24 ‧兩個或多個化妝品之外殼
40/26 ‧專門適合於塗糊狀胭脂油彩之裝
置，如使用輥軸，使用球
40/28 ‧‧專用於擴展已塗敷的胭脂油彩
之裝置
40/30 ‧標記唇或睫毛之面罩

其他梳妝或化妝設備

椅見 A47C1/04）
44/04 ‧‧專用的攜帶式框或架
44/06 ‧專用於懸掛理髮用機器之裝置，
如用於電動馬達之空中吊送車
44/08 ‧護身斗篷；護肩；脖圍；圍涎
44/10 ‧枕頭物、枕頸物
44/12 ‧耳、臉或唇之保護器（修面罩見
27/42）
44/14 ‧進行美髮工作之台；假頭髮
44/16 ‧收集頭髮之箱子或容器
44/18 ‧作為旅行用品之頭髮刷或牙刷之
容器
44/20 ‧儲存人造牙之容器
44/22 ‧面部造型裝置，如頦帶；除皺紋
器，如伸展皮膚（修面用之皮膚
伸展器見 27/38）

42/00 手持的、袖珍式的或修面用鏡
子
42/02 ‧附唇膏或粉撲之鏡子

97/00 其他不在本次類各目中所提供之美
髮或化裝設備[2011.01]

42/04 ‧袖珍式的或手提包內的鏡子
42/06 ‧腕鏡；附有能繫於手指上之裝置
的鏡子

A45F 旅行或野營裝備；隨身攜帶的袋或包 [1,8]
附註
本次類僅包括於其細分中規定的裝備，旅行或野營裝備一般分入有關的裝
備類內，如野營傢俱分入主類 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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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旅行或野營用品（旅行毯見
A47G9/06）隨身攜帶的袋或包
（可變成其他用品的見 4/00）[1,8]

3/50

‧作為旅行用品之地圖盒

3/52

‧防蟲網

4/00

可變成其他用品之旅行或野營

3/02

‧用一條布帶背於肩上之袋或包

用品； 可變成其他用品之隨身

3/04

‧用兩條布帶背於雙肩上之袋或包

攜帶的袋或包[1,8]

3/06

‧‧專門適於軍用

4/02

‧可變成其他用品之袋或包

3/08

‧‧攜帶框架；與袋結合之框架

4/04

‧‧變成帳篷

3/10

‧人體上帶之包架

4/06

‧‧變成床或床墊

3/12

‧墊肩

4/08

‧‧變成吊床、擔架或睡袋

3/14

‧攜帶用帶子；攜包用之裝具

4/10

‧‧變成船或雪橇

3/15

‧‧專門適用於帶小船之裝具

4/12

‧‧變成外衣或披肩

3/16

‧水瓶；飯盒；杯子

4/14

‧可變成帳篷蓋之外衣或披肩

3/18

‧‧剛性材料者

3/20

‧‧柔性材料者；可折疊或可堆放

5/00

手執物品之柄或承載物，旅行
或野營用之柄或承載物

之杯
3/22

‧吊床；吊床展開裝置

5/02

‧將物品固定於外衣上

3/24

‧‧台；支架

5/04

‧‧固定手帕、餐巾、或類似物

3/26

‧吊座

5/06

‧‧固定帽子或其他衣飾

3/44

‧適用於插在地上之物件支架

5/08

‧‧固定花朵

3/46

‧ 野 餐 用 具 （ 野 餐 盒 見 A45C

5/10

‧攜帶用柄

11/20）

5/12

‧提書物

‧針線包

5/14

‧鏟柄、小釜或類似工具之柄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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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B

A46

刷類製品

A46B 刷類（非刷類製品組成部分之柄見 B25G）
次類索引
刷子 ................... 1/00，11/00，13/00，15/00

附件 ........................................................ 17/00

刷之零件 ..................................... 1/00 至 9/00

1/00
3/00

刷體與刷毛模製為－體
刷毛固定或連接於刷體或托架
之上或之內的刷類（其所用之機
器或設備見 A46D）

3/02

‧用瀝青、樹脂、水泥或其他黏合
劑

3/04

‧用可模製的材料，如金屬、纖維
素衍生物、塑料（1/00 優先）

3/06

‧與由金屬絲或塑性材料製成的刷
毛焊接成一組

7/06

‧於使用時可活動者

7/08

‧‧旋轉盤式者

7/10

‧‧轉筒式者

9/00

刷毛於刷體上之排列

9/02

‧有關刷體表面之刷毛的位置或排
列，如斜的、排形、組形

9/04

‧‧牙刷用者

9/06

‧混合刷毛或刷毛簇之排列，如金
屬絲、纖維、橡膠

9/08

‧刷毛之支架或導板

9/10

‧‧可調的支架

9/12

‧‧不可調的支架

3/08

‧夾起

3/10

‧‧夾入環形或類似物者

3/12

‧‧‧油漆刷專用者

3/14

‧‧‧專用於掃街道或掃鐵軌者

糊、水等物料之容器或其他裝

3/16

‧用金屬絲或其他固定裝置製成

置的刷類（有受驅動的刷體見

者，特別用於 U 型刷毛簇
3/18

‧刷毛固定於帶上或金屬絲上或固
定於帶之間或金屬絲之間

3/20

‧刷毛固定於或連接入橡膠體；如
軟橡膠

3/22

‧橡膠刷毛固定入或固定於刷體上

5/00

刷體；作為刷製品組成部分之
刷柄

5/02

‧特為手取方便而成型者

5/04

‧製成手套或指套形狀者

5/06

‧呈帶狀、鏈狀、柔性桿狀、彈簧
狀等

7/00

裝於刷體內之刷毛托架

7/02

‧膨脹式或環接式者

7/04

‧可以互換者

A-108

11/00 附有貯存塗料，如油漆、漿

13/00；用一般液體載體，如吸液
墊料，將液體或其他流動物質塗施
於表面者見 B05C1/00，
B05D1/28）
11/02 ‧用壓力由貯存容器中釋放出物料
者
11/04 ‧使用除壓力以外之其他方法自貯
存容器中釋放出物料者
11/06 ‧與供應管相連者
11/08 ‧有加熱裝置者

13/00 有受驅動刷體之刷類（動力驅動
牙刷見 A61C17/16）[5]
13/02 ‧動力驅動者
13/04 ‧‧有供給物料之貯存容器或其他
裝置者

A46B,D

13/06 ‧‧‧用供給介質驅動之刷

17/02 ‧於使用時握住刷子之用具

13/08 ‧手動者

17/04 ‧刷毛之防護罩

15/00 其他刷類；有附加裝置之刷類

17/06 ‧使用後清洗刷子之用具
17/08 ‧其他附件，如擦具，防止損壞傢

17/00 刷之附件

俱用之緩衝橡膠墊

A46D 各種刷子之製造

1/00

刷毛；刷毛材料之選擇（人造刷
毛之製造見 D01D，F）

1/04

‧刷毛之準備

3/06

‧對刷體鑽孔且插刷毛之機械

3/08

‧製刷機械之零件

5/00

製備作刷毛載體之羽毛管的裝

1/045 ‧‧清潔，如洗滌、乾燥
1/05

‧‧分開；削尖

1/055 ‧‧梳；混合；分類

置
7/00

製造由矮灌木或類似物組成之
掃帚的壓緊裝置

1/06

‧‧切割刷毛之機器或裝置

1/08

‧準備均勻之刷毛簇

9/00

整修刷子之機械

1/10

‧排列刷毛之振動裝置

9/02

‧切割；修剪

3/00

刷體之準備

9/04

‧清洗

3/02

‧刷體鑽孔機械

9/06

‧浸漬

3/04

‧於刷體上插毛或固定刷毛之機械

3/05

‧‧於金屬絲、條帶或類似物之間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8]

固定刷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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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

傢俱；家庭用之物品或設備；咖啡磨；香料磨；一般吸塵器

附註
本主類中，下列術語的含義為：
－ “傢俱”一詞亦包括畫架或支架，如黑板或繪圖桌用之架子。

A47B 桌子；寫字台；辦公傢俱；櫃櫥；抽屜；傢俱之一般零件 （傢俱之連
接部件見 F16B12/00）

附註
本次類中，下列術語的含義為：
－ “桌子”一詞亦包括家用以外之桌子或此等之底架；
－ “櫃櫥”與“架”此兩詞亦包括一般儲存用之“櫃櫥”及“架”。

次類索引
按結構特點區分之桌子

可折疊的或可伸展的

可伸展的桌子；可折疊的或可收藏的桌子；

櫃櫥、架子等.................43/00，45/00，47/00

可堆存的桌子............1/00，3/00，5/04，7/02

有可調節的擱架或隔板者 .......................57/00

其他桌子 ..................................... 5/00 至 11/00

其他櫃櫥、架子或

零件 ...........................................................13/00

其他類似物........46/00，49/00，51/00，53/00

按特殊用途區分之桌子或寫字台

按特殊用途區分之櫃櫥、架子等

寫字、閱讀或繪圖用者

放書用者......................................63/00，65/00

...................................... 17/00 至 23/00，27/00

廚房用或儲存食品或

計算機工作站用者...................................21/00

飲料用者.................................... 71/00 至 77/00

家庭使用者 ............................... 29/00 至 35/00

其他櫃櫥、架子或其他類似物

其他桌子 ........................ 23/00，25/00，37/00

..............61/00，67/00，69/00，79/00，81/00

學校之凳子或課桌...................... 39/00，41/00

傢俱之組合 .....................83/00，85/00，87/00

按結種特點區分之櫃櫥，架子等物
固定結構的 .................................53/00，55/00

按結構特點區分之桌子或寫字台
1/00

可伸展的桌子（可伸展的擱板組

傢俱之結構部件 ........................ 88/00 至 96/00
雜項傢俱，傢俱的雜項配件 .......95/00，97/00

1/10

‧滑動機構

3/00

折疊式或拆收式桌子（折疊及懸
掛者，或合葉式者，或壁桌見

件見 46/00）
1/02

‧有可插入的活板與固定框架者

1/03

‧‧活板能折疊或旋轉者

1/04

‧有附加活板或可放下活板者

1/05

‧‧活板抽出後可伸展者

1/06

‧有柔性可捲桌面者

1/08

‧有可伸展的框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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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可變換桌面高度者見 9/00；
可折疊的服務桌或茶桌見 31/04）
3/02

‧附可折疊的交叉腿者（可調節以
改變桌之高度者見 9/16）

3/04

‧有柔性可捲桌面者

3/06

‧有可分開的部件者

3/08

‧桌腿係以樞軸形式安裝於桌面或

A47B

底架上者

13/04 ‧‧木製者

3/083 ‧‧有可折疊的桌面活板者

13/06 ‧‧金屬製者

3/087 ‧‧‧有撐桿支住桌腿者

13/08 ‧桌面，其桌邊（不限定於桌面者

3/091 ‧‧有撐桿支住桌腿者（與折疊式
桌面活板相結合見 3/087）
3/10

‧旅行桌或衣箱桌

3/12

‧帶有可拆卸的桌面活板之可藏桌
子

3/14

‧可折疊的桌子及座位構件

5/00

由懸掛的板或鉸鏈之板形成的
桌子；壁桌（床桌見 23/00；與其

見 95/04）
13/10 ‧‧除圓形或四邊形外之其他形狀
的桌面
13/12 ‧‧透明的桌面
13/14 ‧‧可拆卸的服務桌
13/16 ‧‧成為桌子部件之玻璃板、煙灰
缸、燈、蠟燭等物之支座

按特殊用途區分之桌子或寫字台

他傢俱結合者見 83/00；椅子之扶
手桌見 A47C）

17/00 寫字台（21/00 優先）[1,8]

5/02

‧可拆卸者

17/02 ‧有垂直調節之部件者

5/04

‧可折疊者

17/03 ‧除抽屜之外基本上係水平伸展者

5/06

‧附有在地板上支撐桌腿者

7/00

固定結構之桌子

17/04 ‧有秘密的或防火的隔間者

7/02

‧可疊放的桌子；套桌

17/06 ‧於樞軸上轉動或用鏈或帶傳動之

9/00

可變換桌面高度之桌子（可變換

或為有可調節的部件，如活板

部件，如文件格
高度之座位見 A47C3/20）
9/02

‧有平衡裝置者，如用彈簧，用重
量者

19/00 閱覽桌；讀經台；布道之講壇
19/02 ‧教堂之布道講壇
19/04 ‧電話桌，如有書夾者、有擱板者

9/04

‧有垂直心軸者

19/06 ‧有可調節的桌面活板者

9/06

‧有垂直的齒條者

19/08 ‧有可折疊的閱覽桌

9/08

‧有作用於立桿之夾緊器者

19/10 ‧與輔助設備同時結合，如紙夾，

9/10

‧有垂直動作之液體圓筒者

線路指示器（部位指示器本身見

9/12

‧有靈活調節高度裝置者，如繩

B42D9/00）

索，鏈條

21/00 專門適用於個人計算機工作站

9/14

‧有與孔眼共同作用之銷子者

的桌或台，用於文字處理或其

9/16

‧有使桌腿傾斜或改裝使其傾斜的

他人工數據的輸入；專門適用

裝置再而改變桌面之高度者，例
如有可調節的交叉腿
9/18

‧用附加的桌面或附加的桌腿以改
變桌面之高度者

9/20

‧有可伸縮的套筒式導軌者

11/00 桌面可於垂直心軸上旋轉之桌
子
13/00 桌子或寫字台之零件（抽屜見
88/00；一般傢俱之腿見 91/00）
13/02 ‧底架

於打字的桌或台； 配屬於此類
桌或台的輔助設備（滑鼠墊本身
見 G06F3/039）[1,8]
21/007 ‧有桌下顯示器的，如透過桌或台
的透明工作面可以看到顯示器[8]
21/013 ‧以可調節部件為特徵的，如萬能
可調的活動桌板、靠手、手腕托
或滑鼠平台（21/007 優先） [8]
21/02 ‧‧部件僅能垂直調節者[1,8]
21/03 ‧‧部件僅能垂直調節者如可展開

A-111

A47B

的（抽屜見 88/00）[1,8]

35/00 與熨衣板、洗衣機、脫水機或

21/04 ‧以支持、固定打字機或計算機設

類似物組合之桌子（洗衣機、熨

備的裝置為特徵的[1,8]

衣機、脫水機本身見 D06F）

21/06 ‧以支持、固定或隱藏電纜的裝置
為特徵的[8]

37/00 適用於其他特殊用途之桌子（置
花之桌見 A47G7/04；手術台見

23/00 床桌（手術台見 A61G13/00）；文

A61G13/00；實驗室之台架或桌子

件格；閱覽架；書架

見 B01L9/02；工作桌子見

23/02 ‧活動的安裝於床架上者

B25H1/02）

23/04 ‧支撐於桌子上，地板上或壁上者
23/06 ‧與輔助設備同時，如線路指示

37/02 ‧專用於家用照像投影儀之桌子，

器，活板轉動器，燈架（部位指

如有可校水平裝置之桌子（能調

示器、活板轉動器本身見

節高度之桌見 9/00；能調節桌

B42D9/00）

面 傾斜 度者見 13/00 ， 19/06，

25/00 玩紙牌之桌；其他遊戲用之桌

23/00，27/00）
37/04 ‧花園或露天專用之桌，如用支撐

子(撞球台見 A63D15/00) [7]
27/00 繪 圖 桌 或 台 ； 繪 圖 板 之 支 架
（可改成繪圖台之桌子見 85/02；
黑板或類似物等用之支架見
97/04；繪圖板見 B43L5/00）

傘或類似傘之遮陽裝置者

學校之凳或桌
39/00 學校長板凳；與課桌一同組合
之凳或長板凳（安裝於地板上者

27/02 ‧無平衡裝置之可調節繪圖台
27/04 ‧附有繪圖板平衡裝置之可調節的
繪圖板支架
27/06 ‧‧用彈簧平衡者
27/08 ‧‧‧有平行連接導軌者
27/10 ‧‧用重量平衡者
27/12 ‧‧‧有平行連接導軌者
27/14 ‧可調節的底架
27/16 ‧‧液壓調節者

見 91/08）
39/02 ‧可調節的長板凳
39/04 ‧折疊式的或翻椅式之長板凳
39/06 ‧折疊的長板凳
39/08 ‧長板凳之座或靠背
39/10 ‧使學生保持直立之設備，即身體
支撐架
39/12 ‧不包含在 39/02 至 39/10 各目中
的長板凳用之其他設備[8]

27/18 ‧固定裝置，如固定板之斜度者
（27/14 優先）

29/00 縫紉桌（工業用者見
D05B75/00）

31/00 服務桌或茶桌，手推車或貨車

41/00 學校課桌或桌子（安裝於地板上
者見 91/08）
41/02 ‧課桌桌面
41/04 ‧繪圖台或模型台架
41/06 ‧定位習字帖，石板之類的夾持器

（有活動齒輪或手推動之特點者見

或支架

B62B）
31/02 ‧有加熱、冷卻或通風裝置者

結構特徵之櫃櫥，架，擱板組件或

31/04 ‧可折疊者

類似的傢俱；嵌裝式碗櫃之類似部

31/06 ‧適宜車輛內用者

件 [3]

33/00 廚房用桌或洗盤桌
43/00 具有折疊特徵之櫥櫃、架或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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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組件

或櫚板組件（保險箱見 E05G）

43/02 ‧由硬紙板等製成者

55/02 ‧金屬線製者

43/04 ‧具有剛性框架，但其壁或門板係

55/04 ‧由混凝土等物製成者

由織物類製成者

45/00 於高度、長度或深度上能擴展

55/06 ‧由硬紙板，紙等物製成者

57/00 以調節擱板或隔板為特徵之櫃

的櫃櫥、架或擱板組件（組合傢

櫥、架或擱板組件（一般櫃櫥，

俱見 87/00）

架或擱板組件之零件見 96/00；自

46/00 櫃櫥、架或擱板組件，其一個
或多個表面於使用時能以伸展
或樞軸旋轉之方式使其就位者
（63/04，77/10 優先；有可伸展的
活板之寫字台見 17/03，21/013；
有可伸展的服裝支架者見 61/02）

[8]

身可調節的托架見 96/07）[3]
57/04 ‧有調節擱板傾斜度裝置者
57/06 ‧ 有 調 節 擱 板 高 度 裝 置 者
（57/04，57/30 優先）[3]
57/08 ‧‧包括槽形或凹形之壁架，立柱
或側壁者
57/10 ‧‧‧以槽形或凹形部件作為側壁
或立柱本身者

47/00 與可拆卸或與部件組合特徵有
關的櫃櫥、架或擱板組件
（43/00
，45/00 優先；以可調節擱板或隔
板為特徵者見 57/00）[3]

57/12 ‧‧包括有梯形側壁者
57/14 ‧‧‧擱板上有鈎與梯子之梯級連
接
57/16 ‧‧包括有與孔相互配合之鈎子
（梯形者見 57/12）

47/02 ‧僅用金屬製成者 [2]

57/18 ‧‧包括有螺栓作為連接部件者

47/03 ‧‧具有與框架分離開之嵌板 [2]

57/20 ‧‧包括有舌片、銷子或與開孔相

47/04 ‧主要用木料或塑膠製成者

互作用之類似的突出物

47/05 ‧‧於分離的框架上有嵌板者，如

（57/08，57/16 優先）[3]

金屬框架 [2]
47/06 ‧主要由硬紙板、織物、紙等物製
成者，例如有其他材料製成之分
離的框架

49/00 旋轉式櫃櫥或架；有旋轉部件
之櫃或架
51/00 有使隔室上下活動之裝置的櫃
櫥
53/00 有若干先後排列之分隔區的櫃
櫥或架子；一組櫃櫥或架體系
（旋轉之櫃櫥或架見 49/00）
53/02 ‧一組櫃櫥體系，如包括一排櫃
櫥，其相鄰櫃櫥間均有開放或關
閉其通路之裝置

55/00 具有剛性結構特徵之櫃櫥，架

57/22 ‧‧‧以開孔之形狀或取向孔如鑰
匙孔形狀為特徵者
57/26 ‧‧包括有夾持裝置者，如帶滑動
螺栓或滑動楔子者
57/30 ‧附有調節可拆卸擱板支架高度之
裝置者 [3]
57/32 ‧‧包括有槽形或凹形之壁架，立
柱或側壁者 [3]
57/34 ‧‧‧以槽形或凹形部件作為側壁
或立柱本身者 [3]
57/36 ‧‧包括有梯形側壁者 [3]
57/38 ‧‧‧擱板上有鈎與梯子之梯級連
接 [3]
57/40 ‧‧包括有與開孔相互作用之鈎子
（梯形者見 57/36）[3]
57/42 ‧‧‧擱板支架為懸臂托架 [3]
57/44 ‧‧包括有作為連接部件之螺栓[3]
57/46 ‧‧‧擱板支架為懸臂托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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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8 ‧‧包括有舌片，銷子或與開孔相
作 用 之 類 似 的 突 出 物
（57/32，57/40 優先）[3]
57/50 ‧‧‧以開孔之形狀或取向孔如鑰
匙孔形狀為特徵者 [3]
57/52 ‧‧‧‧擱板支架為懸臂托架 [3]
57/54 ‧‧包括有夾持裝置者，如附滑動
螺栓及滑動楔子者 [3]
57/56 ‧‧‧擱板支架為懸臂托架 [3]
57/58 ‧有水平方向調節隔板之裝置者
（書檔見 65/00）[3]

專適用於櫃櫥架，擱板組件或類似
的傢俱；嵌裝式碗櫃之類似部件
[2009.01]

73/00）

71/00 存放易壞貨物用之櫃櫥，如肉
櫃、防蠅櫃櫥（貯存水果或馬鈴
薯之櫃櫥、架或淺盤見 75/00；冰
箱、電冰箱見 F25D）

73/00 置瓶之櫃；置瓶之架
75/00 家用水果或馬鈴薯貯存櫃、架
或淺盤
77/00 廚房櫥櫃（專門設計為在其上面
能從事工作之台面見 96/18）
77/02 ‧全面布局，如隔間、工作面之相
對安排；為若干設施裝備用之平
面、支架（77/08 優先）

61/00 衣櫃
61/02 ‧有可伸展的服裝支架者
61/04 ‧置鞋、帽、雨傘等物用者
61/06 ‧旅行衣櫃或衣箱櫃

77/04 ‧供專用的隔間或其他房間用之設
備
77/06 ‧‧與水池相結合，附有或不附有
滴水板、防濺板等（滴水板
之結構特點見 A47L19/02；水

63/00 存放書籍、文件、表格等專用

池見 E03C1/18）

的櫃櫥、架或擱板組件

77/08 ‧‧與用動力（包括水力）操作之

63/02 ‧存放圖紙等專用者（懸掛圖之文
檔櫃見 B42F15/00）

裝置相結合者；與烹調，冷
卻或洗滌裝置相結合者

63/04 ‧有寫字之平面者（一般以伸展或

77/10 ‧‧有向外活動伸展至使用位置之

櫃軸旋轉使平面擺至使用位置者

部件者，如桌子、熨衣板

見 46/00）

（77/16 優先；一般的使用時

63/06 ‧有於樞軸上或鏈或帶上活動之部
件，如淺盤（一般旋轉櫃櫥、一

能以伸展或樞軸旋轉方式就
位之平面見 46/00）

般有旋轉部件之櫃櫥見 49/00；

77/12 ‧‧‧為附加攜帶式廚房機械用者

有能上下移動隔層之裝置的一般

77/14 ‧‧與除擱板外之置放家用器具的

櫃櫥見 51/00）

65/00 書槽；儲存書籍專用之輔助用
具，如書檔
67/00 五斗櫃；梳妝台；醫藥櫃櫥

架或支撐物相結合者
77/16 ‧‧使隔間或抽屜適合於接受或貯
存食品；用可旋轉的或可伸
展的置放食品之容器
77/18 ‧‧適用於存放移動容器之特殊安

等；以抽屜排列為特徵之櫃櫥

排

67/02 ‧置修面用具，藥品等用之櫃櫥

79/00 床頭櫃

67/04 ‧五斗櫃；以抽屜排列為特徵之櫃
櫥（67/02 優先；抽屜，抽屜導
軌本身見 88/00）

69/00 酒櫃（僅放瓶子之櫃櫥或架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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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0 其他特殊用途專用的櫃櫥，架
或擱板組件，如存放槍支或滑
雪橇（分發商品類貨格見

A47B

A47F1/00；展覽陳列之架或櫃見

88/16 (轉見 88/50，88/57)

A47F 3/00；工作場專用之架見

88/18 (轉見 88/60)

B25H3/04；專為存放錄音裝置與

88/20 (轉見 88/969 - 88/994)

其唱片者見 G11B 33/02；專為存

88/22 (轉見 88/80)

放電氣裝置或設備者見 H05K）

88/40 ‧ 滑 動 抽 屜 ； 其 滑 軌 或 導 軌
[2017.01]
88/403 ‧‧於櫃子的兩側或多側，可抽出

81/02 ‧存放清潔器皿專用者
81/04 ‧存放盤碟專用者
81/06 ‧傢俱外形之無線電、電視、留聲
機或唱片櫃

之抽屜滑軌[2017.01]
88/407 ‧ ‧ 可 調 整 或 可 拆 卸 式 的 抽 屜
(88/423 優先)[2017.01]

組合或可改變之傢俱 [5]

88/41 ‧‧有腳輪、滾筒、輪者，其下由
一表面直接支撐，如地板、架

83/00 兩件或多件不同種類傢俱之組
合（可折疊之桌與座位部件見
3/14）[8]
83/02 ‧與座位組合之桌 [8]
83/04 ‧與其他傢俱組合之桌

85/00 能改變成其他種類傢俱者（能改
變的椅子、凳或長凳見
A47C13/00；改成床見 A47C17/62；
改成撞球台見 A63D15/04）[8]
85/02 ‧能改成繪圖台之桌子
85/04 ‧能改成椅子之桌子
85/06 ‧能改成其他物件之桌子 [8]
85/08 ‧能改成其他傢俱之碗櫃

87/00 組合之傢俱，將成套的傢俱部
件進行組合
87/02 ‧可疊放者 [3]

子或桌子等 [2017.01]
88/413 ‧‧抽屜可滑動收納至傢俱本體與
地板之間，如踢腳板[2017.01]
88/417 ‧‧具有溝槽或凸之側櫃壁，用於
支撐抽屜者[2017.01]
88/42 ‧‧垂直式抽屜，即抽屜高度大於
寬度者[2017.01]
88/423 ‧ ‧ 滑 軌 或 導 軌 有 固 定 裝 置
[2017.01]
88/427 ‧‧‧於抽屜上[2017.01]
88/43 ‧‧‧於櫃子上[2017.01]
88/433 ‧‧抽屜具有一對可伸縮樞軸，於
抽屜後方有滾筒支撐臂者，如
曲線滑軌或導軌[2017.01]
88/437 ‧‧滑軌或導軌有滾筒[2017.01]
88/44 ‧‧抽屜滑軌或功能單元的排序或
協同[2017.01]
88/443 ‧‧‧在抽屜滑塊中依次移動導

傢俱之零部件（屬於桌子或寫字台者見

軌，即至少一個軌道元件

13/00；傢俱連接件見 F16B）[3]

在其它元件的移動時不移
動[2017.01]

88/00 桌子、櫃櫥或此類傢俱之抽

88/447 ‧‧‧在抽屜滑塊中同時移動導

屜；抽屜之導軌（63/02 優先；

軌，即所有軌道元件同時

連接於門上之抽屜見 96/16）

移動的協同[2017.01]

88/02 (轉見 88/70 - 88/75)

88/45 ‧‧‧配合抽屜滑塊的協同，即與

88/04 (轉見 88/40 - 88/477，88/50 – 88/53)

不同抽屜滑塊的軌道移動的

88/06 (轉見 88/48)

協同[2017.01]

88/08 (轉見 88/49)

88/453 ‧‧致動抽屜者[2017.01]

88/10 (轉見 88/493)

88/457 ‧‧‧以電力驅動運作[2017.01]

88/12 (轉見 88/483，88/497)

88/46 ‧‧‧以機械式儲能運作，如彈簧
[2017.01]

88/14 (轉見 88/487，8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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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63 ‧‧‧‧自動開啟[2017.01]
88/467 ‧‧‧‧自動收合[2017.01]

[2017.01]
88/931 ‧‧‧滑軌或桿裝設於抽屜壁上，
如用於穩定抽屜或懸掛內

88/47 ‧‧‧‧可自動開啟與自動收合，

容物者[2017.01]

彼此互相影響者[2017.01]
88/473 ‧‧剎車裝置，如線性或旋轉減震

88/938 ‧‧‧‧用於連結滑軌或桿與抽屜
者[2017.01]

器或摩擦式剎車；阻尼器；終
端止擋器[2017.01]
88/477 ‧ ‧ ‧ 阻 尼 器 ； 終 端 止 擋 器
[2017.01]
88/48 ‧‧抽屜在拉出中或拉出後可旋轉
者[2017.01]
88/483 ‧ ‧ 有 單 一 可 伸 縮 導 軌 或 部 件
[2017.01]
88/487 ‧‧‧有滾筒、滾珠軸承、輪或其
類似者[2017.01]
88/49 ‧ ‧ 有 一 對 可 伸 縮 導 軌 或 部 件
[2017.01]
88/493 ‧‧‧有滾筒、滾珠軸承、輪或其
類似者[2017.01]
88/497 ‧‧有其他導軌機構，如剪刀機構
[2017.01]
88/50 ‧有安全裝置或類似裝置的抽屜

88/944 ‧ ‧ 抽 屜 其 特 徵 在 於 前 板 者
[2017.01]
88/95 ‧ ‧ ‧ 特 徵 在 用 於 連 結 前 板 者
[2017.01]
88/956 ‧ ‧ ‧ ‧ 使 前 板 能 夠 調 整 者
[2017.01]
88/963 ‧ ‧ ‧ 具 有 密 封 者 ， 如 墊 片
[2017.01]
88/969 ‧ ‧ 抽 屜 有 收 納 分 隔 內 容 物 者
[2017.01]
88/975 ‧ ‧ ‧ 製 成 活 動 式 分 隔 牆 者
[2017.01]
88/981 ‧‧‧製成垂直分離柱者[2017.01]
88/988 ‧‧‧製成用於定位特定物品的夾
具[2017.01]
88/994 ‧‧‧製成盤狀或棒狀者[2017.01]

( 適 用 於 多 個 抽 屜 者 見
E06B65/46)[2017.01]
88/53 ‧‧防止意外關閉，如防夾裝置
[2017.01]
88/57 ‧‧防止抽屜完全抽出[2017.01]

91/00 一般傢俱之腿（腳輪見 B60B

88/60 ‧ 可 傾 斜 或 樞 軸 旋 轉 的 抽 屜
[2017.01]
88/70 ‧複式之抽屜[2017.01]

91/06 ‧滑行器或其類似物

88/75 ‧‧次要抽屜在主要抽屜之上或內
部[2017.01]
88/80 ‧暗抽屜[2017.01]
88/90 ‧有關抽屜之結構細節[2017.01]
88/906 ‧‧抽屜由一片材製成，如由摺疊
片材或模製成形者[2017.01]

33/00）
91/02 ‧可調節的腳（自身校平者見
91/16）
91/04 ‧彈性支架
91/08 ‧與地板連接者
91/10 ‧‧適宜於傾斜的地板上安裝者
91/12 ‧腿之支架，如凹形者
91/14 ‧有防蟲向上爬之裝置的腿
91/16 ‧自身校平之腿

95/00 傢俱之配件
95/02 ‧把手

88/913 ‧‧抽屜在側壁、後壁或底板，至

95/04 ‧鑰匙板；裝飾品或類似物（桌面

少有一個以活鉸鏈連接另一個

專用之邊見 13/08；一般鑰匙板

部件[2017.01]

見 E05B17/14）

88/919 ‧‧抽屜有附件或附加部件，如抽
屜照明(抽屜有收納分隔者見
88/969)[2017.01]
88/925 ‧‧‧附加側壁可裝於現有側者

96/00 櫃櫥、架、擱板組件之零件未
包括見 43/00 至 95/00 中任一單
獨目內者；一般傢俱零件（門見
E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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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2 ‧擱板（連接於門上之活動擱板見
96/16）
96/04 ‧隔壁板
96/06 ‧櫃櫥、架或擱板之托架或類似的
支撐裝置（可調節高度或傾斜度
者見 57/00）
96/07 ‧‧自身調節者 [3]
96/14 ‧櫃櫥、托架等用之桿、立柱、支
柱等類的支撐物（可調節擱板或
托架之高度或傾斜度者見
57/00）
96/16 ‧連接於門上之抽屜或活動擱板
96/18 ‧為於上面工作而特殊設計之桌面

97/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傢俱
或傢俱附件 [8]
97/02 ‧夾持或支撐地圖、繪圖等之設
備，包括防止此等向上捲起之裝
置
97/04 ‧黑板或類似物用之支架或支座
97/06 ‧‧有平衡黑板或類似物重量之裝
置者，如連接至牆壁上（平
衡繪圖板重量之裝置見
27/00）
97/08 ‧‧折疊式者

（桌面見 13/08）
96/20 ‧傢俱面板或類似傢俱部件

A47C 椅子 （專用於車輛之座椅見 B60N2/00）；沙發；床 （一般室內裝飾品見
B68G）

次類索引
零件或配件 ................................... 7/00，16/00

座椅傢俱
一般結構 ....................................... 3/00，11/00
特殊材料之椅子 ........................................ 5/00
可拆疊的椅子 ............................................ 4/00

沙發、長沙發、床
一般結構 ..................................... 17/00，19/00
零件；配件 ....... 19/00，20/00，23/00；21/00

特殊用途者 ........................ 1/00，9/00，11/00

座椅傢俱及床通用的零件

梯凳可變換的椅子

或配件 ........................................ 25/00 至 31/00

其他座椅傢俱 ........................... 12/00 至 15/00

1/023 ‧‧‧可調部件為水平方向調節之

椅子；凳；長凳
1/00

適用於特殊目的之椅子（有關垂
直調節特徵者見 3/20；可變換的椅
子見 13/00；專門適用於病人或殘
障人士的椅子或專用運輸工具見
A61G3/00，5/00；手術用椅，牙科
用椅見 A61G15/00）[8]

1/02

‧躺椅或安樂椅（身體各部位之支
撐物見 7/36，7/50，7/54）

1/022 ‧‧有獨立可調節支撐部件者

座位
1/024 ‧‧‧可調部件為靠背，或靠背與
座位，具有可調的傾斜度者
1/025 ‧‧‧‧使用齒條及齒輪或類似傳
動機構者
1/026 ‧‧‧‧使用栓及缺口或使用爪及
棘輪機構者
1/027 ‧‧‧‧使用夾具或摩擦鎖合部件
者
1/028 ‧‧‧將平直椅改變成安樂椅者
1/029 ‧‧‧‧改變腿之長度或傾斜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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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可調部件為扶手者

1/031 ‧‧具有連動的可調支撐部件者

之座位、或座位與靠背組件
3/026 ‧‧‧有中心柱者，如辦公搖椅；

1/032 ‧‧‧可調部件為活動連接的座位
與靠背（1/035 優先）

翻椅
3/027 ‧‧‧於座位及框架之間有彎曲的

1/033 ‧‧‧‧連接部件為一條撓性的帶
1/034 ‧‧‧可調部件包括歇腿或歇腳
（1/037 優先）
1/035 ‧‧‧‧與活動連接的座位與靠背

搖動部件
3/029 ‧‧置於地板上之彎曲的搖動部件
3/03

‧‧鎖合部件（3/027 優先）

3/04

‧可疊放的椅或可重疊的椅
[1,2006.01]
‧有貝殼形座位者及靠背組件者，

組合者
1/0355 ‧‧‧‧驅動之間的聯繫，例如

3/12

如有扶手者

懶惰鉗機制[2013.01]
1/036 ‧‧‧可調部件包括頭枕

3/14

‧不對稱形狀者

1/037 ‧‧‧‧與歇腿或歇腳組合者

3/16

‧無腿式者，如座位直接安放於地
板上者（3/14 優先；安裝於體育

1/038 (轉見 1/0355)
1/04

‧理髮館用椅或類似的椅

場之長凳上但可撤走者見

1/06

‧‧可調節者

1/16；安裝於椅子靠背上之兒童

1/08

‧‧有輔助座位者（可插入的兒童

坐椅見 A47D1/10）
；跪墊；坐墊

用座見 1/11）
1/10

‧‧有頭枕者；有紙張托架者

1/11

‧‧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配件，如

3/18

高度者見 3/24）
3/20

‧戲院、禮堂或類似場所用椅（體

‧可垂直調節座位之椅或凳（可變
高度之桌見 A47B9/00）

兒童用座
1/12

‧有旋轉座位之椅或凳（旋轉調節

3/22

‧‧有平衡裝置者，如用彈簧、用
重量

育場所用椅，體育場之長凳見
3/24

‧‧有垂直心軸者

1/121 ‧‧座位能翻轉者 [3]

3/26

‧‧有垂直齒條者

1/122 ‧‧‧向旁邊翻轉者 [3]

3/28

‧‧有作用於垂直桿上之夾具者

1/124 ‧‧可連接成排之單個椅子

3/30

‧‧有垂直作用之液缸者

1/126 ‧‧裝於地板或牆壁上者

3/32

‧‧有撓性高度調節裝置者，如繩

1/16）

1/13

、鏈

‧‧指示器；用於保存之裝置或類
似物

1/14

‧海濱用椅

1/16

‧安裝於體育場長凳上之可撤走的
椅子（安裝的可撤走之兒童椅子

3/34

‧‧有與開孔同時作用之銷子

3/36

‧‧有使椅腿或凳腿傾斜而改變座
位高度之裝置

3/38

附加腿

見 A47D1/10）

3/00

以結構為特徵之椅子；能旋轉
或可垂直調節座位之椅或凳

3/02

‧‧有為改變座位高度之附加座或

3/40

‧‧伸縮式導軌

4/00

折疊的，或可拆卸的椅子（管狀

（1/00，4/00 優先）

金屬型者見 5/10；兒童折疊椅見

‧ 搖 椅 （ 兒 童 專 用 者 見

A47D1/02）
4/02

‧可拆卸的椅

3/021 ‧‧有彈性框架者

4/03

‧‧未裝軟墊之木椅 [2]

3/023 ‧‧‧由管狀材料製成者

4/04

‧具有非撓性座位之折疊椅

3/025 ‧‧附有彈性地安裝於剛性框架上

4/06

‧‧將軟墊或織物附加至框架上

A47D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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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者見 31/02）

5/10

‧‧可折疊者或可拆卸之管狀椅

4/08

‧‧有木製者或塑膠製之框架者

5/12

‧加固的或不加固的塑料之椅子

4/10

‧‧‧具有用樞軸連接至座位上或

5/14

‧以使用多層膠合板為特點者

7/00

椅子或凳子之部件、零件或配

底架上之椅腿者
4/12

‧‧‧‧可調節式者（4/14 優先）

4/14

‧‧‧‧有交叉腿者

4/16

‧‧‧‧‧可調節式者

4/18

‧‧有金屬框架者

4/20

‧‧‧具有用樞軸連接至座位上或

件（安裝於地板上者見
A47B91/08）
7/02

之座位見 5/06；不局限於椅子
之座位見 23/00；可拆走的軟墊

底架上之椅腿者
4/22

‧‧‧‧可調節式者（4/24 優先）

4/24

‧‧‧‧有交叉腿者

4/26

‧‧‧‧‧可調節式者

4/28

‧有撓性座位或靠背部件覆蓋物之
折疊椅

4/30

‧‧將軟墊或織物附加至框架上者
（一般者見 31/02）

4/32

‧‧有木製者或塑膠製之框架者

4/34

‧‧‧具有用樞軸連接至座位上或
底架上之椅腿者

4/36

‧‧‧‧可調節式者（4/38 優先）

4/38

‧‧‧‧有交叉腿者

4/40

‧‧‧‧‧可調節式者

4/42

‧‧有金屬框架者

4/44

‧‧‧具有用樞軸連接至座位上或
底架上之椅腿者

4/46

‧‧‧‧可調節式者（4/48 優先）

4/48

‧‧‧‧有交叉腿者

4/50

‧‧‧‧‧可調節式者

4/52

‧衣箱式椅，即能折疊成衣箱形之
椅（箱式桌 A47B3/10）

4/54

‧充氣式椅（閥門與充氣彈性體之
連接見 B60C29/00）[5]

‧座位部件（適宜安裝於管狀椅上

子元件或墊子見 27/00）
7/14

‧‧可調外形者；彈性安裝者

7/16

‧‧由木材、塑料或金屬板材製之
座椅；板式座椅

7/18

‧‧於墊子中有泡沫材料者（泡沫
材料床墊見 27/14）

7/20

‧‧‧有加固件者

7/22

‧‧負載裝飾品之帶子等物

7/24

‧‧裝有軟墊之座位（7/18 優先）

7/26

‧‧‧有加固部件者

7/28

‧‧有拉緊彈簧者，如平板式者

7/30

‧‧‧有於平面內成彎曲狀之彈簧

7/32

‧‧‧有平面拉緊繩索者，如彈性
者

7/34

‧‧有壓縮彈簧者，如捲繞式者

7/35

‧‧不同種彈簧之組合；可調彈
簧；能附加至其他彈簧或框
架上之彈簧 [2]

7/36

‧頭部或背部支架（手術用者或牙
科用之椅子見 A61G 15/00）[8]

7/38

‧‧頭部支架，如可拆卸者 [8]

7/40

‧‧靠背用者

7/42

‧‧‧可拆卸式者

7/44

‧‧‧有彈性框架者

7/46

‧‧‧特型者，如型式可調節的；

5/00

特殊材料之椅子

5/02

‧籃式椅

5/04

‧金屬椅，如管狀者（搖擺式者見

7/48

‧‧‧自由旋轉式者

3/023；非管狀折合者、可折疊

7/50

‧腳或腿之支架（能連接至其他可

阿克布朗式椅

者或可拆卸者見 4/00）
5/06

‧‧專門適用於附加於管狀椅上之
軟墊子或織物

5/08

調部件上者見 1/034，1/037；腳

‧‧有套管之管狀椅子；及附加至
椅上之套管

凳見 16/02）
7/52

‧‧可拆卸者

7/54

‧胳臂支架

7/56

‧翻椅之部件或零件，如戲院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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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部件或零件
7/58

‧‧鉸鏈，如將一排椅子安裝成曲
線形用之鉸鏈（一般翼扇用

凳見 12/02）[1,5,2006.01]

15/00 其他座椅式傢俱（學校用者見
A47B39/00）

鉸鏈見 E05D）

16/00 腳、腿、胳臂、背或頭部之支

7/60

‧‧用以限定座位活動之鎖或橫檔

7/62

‧椅子之配件

架或支撐物（與椅子相連者見

7/64

‧‧衣帽架

7/66

‧‧防風化之保護裝置

7/00
；與床或沙發相連者見 20/00）[2]

7/68

‧‧扶手桌子

16/02 ‧腳凳；歇腳架；歇腿架 [2]

7/70

‧‧‧折疊式者

16/04 ‧祈禱凳；跪凳；跪用支撐物（膝

7/72

‧‧可安裝燈、收音機、小酒櫃、
電話、通風、加熱或冷卻裝
置等物者

墊或蒲團見 3/16）[2]

沙發；床

7/74

‧‧‧通風、加熱或冷卻用者

9/00

特定用途之凳（如有旋轉座位者

於 17/00 至 27/00 目內，用下述

見 3/18；有垂直可調座位者見

術語及語句表達所指之意思：

3/20；梯凳見 12/00；腳凳見

－ “床架”係用於床之框架。

16/02；祈禱凳見 16/04；專用於釣
魚之平台或座箱見 A01K97/22；

能改成椅子或獵人手杖之拐杖
或雨傘見 A45B5/00）[5,8]
9/02

‧辦公用凳；廠房用凳

9/04

‧擠牛奶凳

9/06

‧牆凳

9/08

‧音樂凳

9/10

‧露營、旅行或運動用凳 [8]

11/00 其他類不包括的長凳（學校用者
見 A47B39/00）
11/02 ‧教堂之長凳；懺悔室用者

12/00 梯凳 [5]

附註

－ “床”包括能使人躺於上面
而使用彈簧床墊，填充式床
墊等類似裝置之床架。
－ “填充式床墊”可以包括金
屬彈簧。
17/00 沙發；長沙發；床（床架見
19/00；彈簧床墊本身見 23/00；無
靠背之長沙發底架見 23/00；填充
式床墊本身見 27/00；有特殊看護
裝置之床見 A61G7/00）
17/02 ‧無可動部件之沙發、長沙發、有
靠背及扶手之長椅等
17/04 ‧有可動部件之沙發、長沙發、有

附註

靠背及扶手之長椅等；椅式床

涉及對折或折疊作用，而並非
涉及任何梯子及座椅功能之間
轉換者見 4/00 [5]
12/02 ‧要求梯子與座椅之間功能轉換者
[5]

13/00 能改變的椅子、凳或長凳（要求
進行梯子及座椅之間功能轉換之梯
A-120

17/12 ‧‧傾斜或伸展扶手後能變成床者
17/13 ‧‧增加有用的部件，如向前抽出
即可變者
17/14 ‧‧僅需除去部件可變成床者
17/16 ‧‧傾斜或旋轉靠背能變成床者
17/165 ‧‧‧有向前傾斜之靠背者，如靠
背墊 [2]
17/17 ‧‧‧靠背及座位連動者 [2]

A47C

17/175 ‧‧‧‧有傾斜或升降靠背旋軸者

17/52 ‧櫥櫃床；桌式床或類似的床；衣
櫃床

[2]
17/18 ‧‧‧傾斜或旋轉扶手者

17/54 ‧‧櫥櫃等與床同時翻轉折疊者

17/20 ‧‧‧由此可打開一件或數件原已

17/56 ‧‧同時於水平軸與垂直軸上旋轉

蓋妥之輔助部件者（17/22
優先）
17/207 ‧‧‧‧由層狀部件構成之座墊，
至少有一層較低部件用
以形成表面之部件 [2]
17/213 ‧‧‧‧當用作躺下時，由座位框
架一側與靠背框架組成

者
17/58 ‧‧有伸展的床墊支架者
17/60 ‧‧將櫥櫃之形狀基本改變，成為
睡臥床者
17/62 ‧‧桌式床；撞球台式床或類似的
床
17/64 ‧旅行或露營用之床（架之可調部

表面者

件見 20/00；能變成床或床墊之

17/22 ‧‧有可打開原已蓋妥之床墊或類

旅 行 或 野 營 包 或 袋 者 見 A45F

似床上部件裝置者
17/23 ‧‧‧部分地由座位之一側組成的
躺下的表面 [2]
17/24 ‧‧‧僅有一個能圍繞水平軸傾斜
之活動部件者

4/06；伸張器見 A61G1/00）
17/66 ‧‧具有對於承載人體有特殊適宜
作用之表面者
17/68 ‧‧僅有腿可折疊者
17/70 ‧‧能圍繞一水平軸折疊的床框架

17/26 ‧‧‧‧可傾斜至翻倒位置者

17/72 ‧‧‧有交叉腿者（17/82 優先）

17/28 ‧‧‧‧有升降傾斜軸裝置者

17/74 ‧‧能圍繞一垂直軸折疊的床

17/30 ‧‧‧圍繞垂直軸旋轉之兩個或多

17/76 ‧‧有伸展者，如伸縮部件者

個部件
17/32 ‧‧利用伸展、旋轉或傾斜原先經
遮蓋的預備床墊或其他部件
後使單人床變成雙人床
17/34 ‧‧將座位、椅子或長沙發連接成
床者

17/78 ‧‧以拉力繩索保持形狀者
17/80 ‧‧適宜用於或連接至車輛上者
17/82 ‧‧衣箱式床；旅行衣箱或類似的
床
17/84 ‧吊床，如由天花板懸吊者（吊床
見 A45F3/22）

17/36 ‧‧‧將角狀長沙發變成雙人床者

17/86 ‧未全部包括在 17/02，17/04，

17/37 ‧‧用座椅或椅子之外的傢俱將沙

17/38，17/52，17/64 或 17/84 之

發或類似用具變成床者
17/38 ‧壁床

任何一個次目中的床、沙發、長
沙發之零件或部件

17/40 ‧‧有平衡部件者，如重量、彈簧
17/42 ‧‧有於地板之固定位置支撐腿者
，如附加上者
17/44 ‧‧‧有易於將床由其位置上移開
者、安裝於支腿上之裝置者
17/46 ‧‧具有固定床墊支撐部件為特徵
者
17/48 ‧‧具有兩個或多個相關的活動部
件為特徵者
17/50 ‧‧以其形狀為特徵者，如多壁床
為特徵者

19/00 床架（有固定框架者或組成部分
床架之彈簧床墊見 23/00；兒童床

見 A47D 7/00；床架之連接部件
或固定件見 F16B）[8]
19/02 ‧下列各目未完全包括的床架零部
件，如橫杆、立柱
19/04 ‧伸縮的床架，如有可調長度、寬
度、高度者[8]
19/12 ‧折疊式床架（旅行或露營床見
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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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 ‧‧伸縮式者

23/05 ‧‧此等之框架；連接至框架上之

19/20 ‧多層床架（多壁床見 17/50；吊
床見 17/84）；可重疊成多層床

彈簧
23/053 ‧‧‧於框架或彈簧組件內彈簧之

之床架
19/22 ‧床架與其他傢俱或與輔助用具組
合的，如與床頭櫃組合者（炕桌
見 A47B 23/00）

20/00 床、沙發等用之頭架、腳架等
（書架或炕桌見 A47B23/00；專用
於看護之支架床見 A61G7/065）[2]
20/02 ‧拆卸式者（20/04，20/08 優先）
[2]
20/04 ‧可調節傾角者（20/08 優先）[2]
20/06 ‧‧固定折疊腿之可調部件 [2]
20/08 ‧有同步調節兩個或多個支架之裝

安裝或中間連接 [2]
23/055 ‧‧‧用繩索；用織物或橡皮帶者
[2]
23/057 ‧‧‧將彈簧組件固定於框架上用
之鈎子或支架 [2]
23/06 ‧用木製彈簧者，如平板式者
23/12 ‧ 用 拉 緊 簧 者 ， 如 平 板 式 者
（23/02 優先）[2]
23/14 ‧‧形成網者；與網組合者
23/145 ‧‧‧圈簧之間的水平鎖合，及連
接框架之附件 [2]
23/15 ‧‧‧有編織的或交叉的平板簧或
繩索者；有水平圈簧者

置者 [2]
20/10 ‧‧用拉桿者 [2]
20/12 ‧‧‧用伸縮式拉桿者 [2]
20/14 ‧‧用板及搭扣者 [2]
20/16 ‧‧用鋸齒形部件者，如齒條機構
[2]
20/18 ‧‧用摩擦傳動者 [2]

（23/145 優先）[2]
23/155 ‧‧‧平板簧或拉鏈與圈簧組合者
[2]
23/16 ‧‧平面彎曲式者
23/18 ‧‧有彈性網者
23/20 ‧‧彈性板條式者
23/22 ‧‧有拉緊式橡皮繩索或類似繩索

21/00 床之附件，如床單夾持器、床
罩夾持器（ 支撐於床架上之炕桌

者
23/24 ‧‧用拉緊式織物或其他非彈性條

見 A47B23/02 ； 兒 童 床 用 者 見

帶者

A47D 15/00）； 與床架或床墊相

23/26 ‧‧此等之框架；連接框架之彈簧

連的通風、致冷、加熱裝置 [5]

23/28 ‧‧此等之拉緊裝置

21/02 ‧床單夾持器；床罩夾持器

23/30 ‧ 使 用 23/02 ， 23/04 ， 23/06 及

21/04 ‧通風、冷卻或加熱裝置

23/12 之一目以上包括的彈簧組

21/06 ‧床墊之底層

合；及其框架

21/08 ‧防止跌落床之裝置，如可拆卸的

23/32 ‧‧網與壓縮彈簧組合者；及其框
架

床 幫 （ 兒 童 床 用 者 見
A47D7/00）

23/00 有剛性框架或組成部分床架之
彈簧床墊，例如彈簧床；無靠
背之長沙發底架；板條床架[8]
23/02 ‧用片簧者，如金屬帶簧（木製簧
見 23/06）[2]

23/34 ‧對頭部或腿部有特別支撐裝置者
[5,8]

25/00 (轉見 23/00， 27/06)
25/02

(轉見 23/00， 27/06)

27/00 專用於椅子、床或沙發之彈
簧、填充式或充氣式床墊 [5]

23/04 ‧用壓力彈簧者，如盤簧

27/04 ‧彈簧鑲嵌材料（27/20 優先）

23/043 ‧‧用圈簧者 [2]

27/045 ‧‧安裝於覆蓋物上之彈簧鑲嵌的

23/047 ‧‧與充氣部件配合作用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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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裝飾品之附加裝置見

A47C

31/02）；於彈簧鑲嵌物下使用

用之防蟲網見 A01K13/00；旅行設

板條、格板或條子加固 [2]

備之防蟲網見 A45F3/52）
；床帳

27/05 ‧‧於頂部、底部或側面用泡沫材
料者

31/00 本次類其他其他目不包含的椅
子、床或類似物的零件或附

27/06 ‧‧彈簧鑲嵌物或其彈簧單元

件，如裝飾品固定器、床墊保

27/07 ‧‧‧彈簧於其鑲嵌物之間的連接

護器、床墊網之拉伸裝置

或安裝 [2]
27/08 ‧充氣式床墊（連接充氣彈性體之

31/02 ‧裝飾品之附加裝置（縫棉被，縫
被裝置、緊固、固定或修整裝飾

閥門見 B60C29/00）[5]

品見 B68G7/00）

27/10 ‧‧有兩個或多個單獨充氣室者[5]
27/12 ‧有纖維層者，如毛製者、棉製者

31/04 ‧‧將平板彈簧帶條或平板彎曲彈
簧安裝至框架上之夾具

27/14 ‧有泡沫材料鑲嵌層者
27/15 ‧ ‧ 由 兩 層 或 多 層 者 （ 27/16 優
先）[2]

31/06 ‧‧‧安裝平板彎曲彈簧用者
31/08 ‧床墊之手提帶

27/16 ‧‧用片狀部件加固者，如成形者

31/10 ‧寬鬆之傢俱外罩

27/18 ‧‧與充氣體組合者

31/11 ‧‧椅子用者 [2]

27/20 ‧‧與泡沫材料孔洞形狀相符者，

31/12 ‧裝置，如使椅子、床或床墊適應

或置於泡沫材料孔洞中之彈

人之外形或體重之測量裝置（裁

簧

剪服裝用之身體測量裝置見
A41H 1/00）[4]

27/22 ‧有纖維及泡沫材料鑲嵌層者

29/00 與椅子或床相連的防蟲網（動物

A47D 兒童專用之傢俱（學校之長凳或課桌見 A47B39/00，41/00）

次類索引
椅子；床或搖床

其他傢俱 .......................... 3/00，5/00，13/00

.................. 1/00，11/00；7/00，9/00，11/00

輔助用具 ................................................ 15/00

A47B67/00）

兒童椅（一般椅子見 A47C；用於
兒童之車輛座椅見 B60N2/26）[8]

7/00

兒童床（一般床見 A47C）

1/02

‧折疊椅

7/01

‧有可調部件者，如使床之長度適

1/04

‧翻轉後能由高椅變成矮椅者

1/06

‧能變成手推椅

7/02

‧‧有可下降之床欄者

1/08

‧能變成搖椅者

7/03

‧‧有可調式安裝之床墊

1/10

‧能懸掛於或連接至桌子或其他物

7/04

‧能懸掛於或連接至窗框或其他物

1/00

宜兒童生長者

體上者

件上者 [8]

3/00

兒童桌

9/00

搖床

5/00

兒童梳妝台（有抽屜之櫥櫃見

9/02

‧有搖床裝置者（可前後活動嬰兒
車之裝置見 B62B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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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D,F

9/04

‧‧有可拆卸搖板者

木馬見 A63G15/00）；鞦韆（一
般見 A63G9/00）

11/00 能變成其他種類傢俱之兒童傢
俱，如能變成床之兒童椅或長

15/00 兒童傢俱之輔助用具，如安全帶、

凳（一般可變的傢俱見 A47B

嬰兒瓶之夾具（醫療輸液之藥瓶夾

85/00）

具見 A61J9/06；一般的安全帶或
身體吊帶見 A62B35/00；地面車輛

11/02 ‧能變成兒童椅之椅子

用 之 安 全帶 或 身體 吊 帶 見

13/00 其他幼兒傢俱（幼兒用之輔助或

B60R22/00；飛機上用之安全帶見

攜帶式便座見 A47K13/06）
13/02 ‧嬰兒背帶；嬰兒床

B64D25/06）
15/02 ‧防止嬰兒將床單拋出床外之床單

13/04 ‧嬰兒行走輔助器；幼兒步行器或

保持裝置

折疊式嬰兒車（病人行步用之輔
助用具見 A61H3/04）
13/06 ‧兒童圍欄
13/08 ‧控制或支撐兒童用之裝置，如安
全吊帶
13/10 ‧搖椅（一般見 A47C3/02；搖動

A47F 商店、倉庫、酒店、飯店等場所用之特種傢俱、配件或附件；付款櫃
台
次類索引
按結構特徵分類之傢俱

傢俱或設備 ............................................ 10/00

與附件 ........ 1/00，3/00，5/00，9/00，11/00

供商店、倉庫或酒店用之輔助

適合於特定商品或產品之

工具；櫥窗中陳列之假人或

傢俱及附件............................................... 7/00

半身胸像 ..................................... 13/00；8/00

適合於服務系統之特殊類型的

1/00

分配貨物用之貨架（一般貨架見
A47B；工廠之貯存設備見
B25H）；分配貨物用之容器（陳
列物品用者見 3/00；工廠放零件用
者見 B25H 3/00；一般容器見
B65D；投幣自動配給器見 G07F）

1/02

‧顆粒或粉末材料用者

1/03

‧‧分送裝置

1/035 ‧‧‧有度量裝置者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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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送物品裝置之容器

1/06

‧‧由頂部分送者

1/08

‧‧由底部分送者

1/10

‧‧‧有機械分送裝置者

1/12

‧‧由近似水平的貨架之一端分送
者

1/14

‧適宜重疊的容器，或與陳列台組
合者，或與陳列台組合形成貨架
之容器

1/16

‧可旋轉的容器

1/18

‧貨架及售貨廣口瓶之組合

A47F,G

3/00

陳列用之櫥櫃

3/02

‧有分送裝置者（投幣式者見
G07F）

7/00

適宜特殊商品或材料之陳列
台、吊架或貨架

7/02

3/022 ‧‧由頂部分送者

‧陳列珠寶、假牙、鐘錶、眼鏡、
透鏡等用者

3/024 ‧‧由底部分送者

7/024 ‧‧有防止他人移動之裝置者

3/026 ‧‧‧有機械分送裝置者
3/04

7/03

‧‧箱式者；適於陳列用之箱

‧有空氣調節者，有冷凍者（冷凍

7/04

‧陳列輪胎用者

庫見 F25D；專用於透明或反射

7/06

‧陳列帽子用者

區域之加熱裝置見 H05B3/84）

7/08

‧陳列靴鞋用者

3/06

‧有活動的或可卸的擱板者

7/10

‧陳列男人商品用者

3/08

‧有連續地或間隙地移動貨物裝置

7/12

‧陳列領帶用者（家用領帶架見

者

A47G25/74）
；陳列衣領用者

3/10

‧旋轉式陳列櫥櫃

3/11

‧‧有機械驅動裝置者

3/12

‧支撐、固定或連接玻璃板用之夾

7/14

袋同時結合者
7/16

具或其他裝置
3/14

‧陳列盤（供陳列盤用之包裝箱見
B65D）

5/00

按結構特徵分類之陳列台、吊

7/17

‧‧陳列衣料用者（7/17 優先）[3]

7/19

‧陳列服裝用者（男人服裝用者見
7/10；領帶或衣領用者見 7/12；
模特兒、半身像等見 8/00；附有

‧由管子或金屬絲製成者（可折疊

衣架之衣櫃見 A47B61/00；家用
的 帶 衣 架 的 衣 櫃 見 A47G

‧旋轉式陳列台

5/025 ‧ ‧ 有 機 械 驅 動 者 ， 如 旋 轉 桌
（5/03 優先）
5/03

‧‧有水平旋轉軸者

5/04

‧有中心柱之陳列台，如樹式者

5/05

‧‧具有圍繞中心柱旋轉之分離式
容器

5/06

‧‧可調節者

5/08

‧固定於牆壁、天花板上者等；牆

25/00）
7/22

‧‧陳列襯衫用者

7/24

‧‧衣架

7/26

‧‧‧能由陳列櫃伸展者

7/28

‧陳列容器者，如細頸瓶、酒瓶用
者

7/30

‧陳列傢俱，如床、床墊用者

8/00

模特兒、半身像等，如陳列服

壁托架式陳列裝置
5/10

‧可調節的或可折疊的陳列台

5/11

‧‧由硬紙板、紙等製成者（5/12

裝用者（裁縫店之模特兒見 A41H
5/00）
8/02

優先）
5/12

‧‧可傾斜的台

5/13

‧‧由管子或金屬線製成者（5/12
‧金屬線陳列台之管狀連接部件

5/16

‧有平坦的、傾斜的或彎曲的上部
表面之平台式陳列台

‧金屬人物模特兒；陳列服裝用之
人物輪廓模特兒

9/00

商店、酒店、銀行或類似的櫃
台（陳列用之箱或櫥見 3/00；安

優先）
5/14

‧‧成捲者或成帶狀捲者

7/18

的或可調節者見 5/13）
5/02

‧陳列地毯；壁紙用者；陳列紡織
品料用者

架或貨架
5/01

‧陳列圖片用者，如與書籍或種子

全處理部分，如可移動的支付板見
E05G7/00）
9/02

‧付款櫃台

9/04

‧‧出口處櫃台，如用於自動售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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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F

商店者 [3]

10/00 其他類不包括者、專門適用於
特別之服務行業的傢俱或設備
(傳送方面者見 B65G；建築方面者
見 E04H；硬幣傳動裝置見 G07F)
[3]
10/02 ‧用於自選型之系統，如超級市場

11/04 ‧鏡子等特殊裝置
11/06 ‧產生特殊光學效應之裝置
11/08 ‧‧不反光之櫥窗
11/10 ‧‧光源裝置[1,2006.01]

13/00 商店等場所用之輔助用具（由捲
筒抽出及切割紙張之裝置見
B65H；活動梯子見 E06C9/06）

（ 10/06 優 先 ； 手 推 車 見

13/04 ‧繩之支架或切割器

B62B；籃子見 B65D）[3]

13/06 ‧取貨物之裝置（有夾持裝置者見

10/04 ‧‧為儲存或搬運自送用之手推車
或籃子者 [3]

B25J）
13/08 ‧手用工具，如食品店之鏟子、長

10/06 ‧為飯店服務行業用者（桌用設施

柄杓子、紙袋支架

見 A47G）[3]

11/00 商店櫥窗或陳列櫥櫃用之裝置
11/02 ‧活動壁；支架；特殊窗簾等

A47G 家庭用具及餐桌用具（書檔見 A47B65/00；刀具見 B26B）
附註
此次類主題包括其他類不包括之同樣的旅館、穿衣間、車輛等處之設備。

次類索引
裝飾用具 ........................ 1/00 至 7/00，33/00

家庭用 ......................................................29/00

寢具；桌布.................................. 9/00；11/00

地板用之織物 ........................................ 27/00

餐桌用具 ................................. 19/00 至 23/00

宗教或祭禮用具 .................................... 33/00

支撐物、支架、容器、工具

其他用具 ................................................ 35/00

穿衣用 ......................................................25/00

1/00

鏡子 （手鏡，袖珍式者或刮臉用
者見 A45D42/00；作成光學元件者
見 G02B 5/08）；畫框或類似物

[1,8]
1/02

‧作成設備用之鏡 [8]

1/04

‧‧多面鏡

1/06

‧畫框（紙製者見 B31D）

1/08

‧‧可調的

1/10

‧‧畫框之角夾或連接角之用具

1/12

‧存放獎章、證章等物用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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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置放照片之鏡框

1/16

‧懸掛或支撐圖片、鏡子等用之裝
置

1/17

‧‧用黏合力、吸力或磁力者

1/18

‧‧懸掛圖片之環或類似物

1/20

‧掛圖片之鈎；X 型鈎（一般插頭
及吊鈎見 F16B13/00，45/00）

1/22

‧‧‧有夾持作用者 (一般見
F16B 2/00)
‧‧持釘板

1/24

‧‧將圖片、鏡子等調節至適當位

1/21

A47G

置之用具、尤指傾斜的位置

3/00

能除去裝飾頭之釘子、螺釘或
類似物（特製者、不能去除釘頭
者見 F16B15/02；不能去除螺釘頭
者見 F16B23/00）

5/00

19/04 ‧‧有可分離的盛廢物容器之盤子
19/06 ‧‧有匙、玻璃杯或類似物完整支
架之盤子
19/08 ‧‧盤子之支架（廚房放鍋之支架
見 A47J45/10）
19/10 ‧‧‧將盤子固定於桌上之裝置

屏風（淋浴用屏風見 47K3/30；百

19/12 ‧桌上用之容器或鍋

葉窗之開關見 E06B9/02；防蠅簾

19/14 ‧‧咖啡壺及茶壺（過濾器，濾網

見 E06B9/52）
；擋風器

見 A47J31/06）

5/02

‧能捲的屏風

19/16 ‧‧沏茶器如沏茶袋，蛋形沏茶器

5/04

‧火的遮擋物

（僅用一次者，如紙製者見

7/00

花之支架或類似物（服裝上之夾
花器見 A45F5/08）[1,8]

7/02

‧支撐花盆或剪花用之器具（花
盆、暖房用之花盆架見 A01G）

7/03

‧‧支撐盆栽花或瓶栽花用之針狀
墊或針狀板

7/04

‧‧陳列花卉用之花台或吊架，如
花籃（於成長過程中使用之
花台見 A01G）[1,8]

7/06

‧‧花瓶

7/07

‧‧‧瓶栽花之導向裝置，如有孔
的蓋

B65D，如一次性容器或包裝
件見 B65D85/804）
19/18 ‧‧分果醬、芥茉或類似物用之容
器 （ 肥 皂 配 給 器 見
A47K5/06）
19/20 ‧茶壺或咖啡壺之保溫套
19/22 ‧餐桌上之飲水器皿或茶杯托（玻
璃杯或飲水器皿之墊見 23/03）
19/23 ‧‧可堆疊式者
19/24 ‧鹽、胡椒、砂糖等之攪拌器
19/26 ‧附或不附冷卻加熱裝置之奶油或
乾酪盤或蓋；食品容器之防護蓋
19/28 ‧盛蛋杯；煮熟蛋之打蛋器（家用

7/08

‧‧花盆之蓋

9/00

床罩；床單；旅行毯；睡毯；

19/30 ‧作成餐桌用具之其他容器或裝置

睡袋；枕頭（專門適用於防止打
鼾的見 A61F5/56）[1,2006.01]

19/32 ‧‧附配給麵包、麵包捲、砂糖等

打蛋器見 A47J43/14）

裝置之食品容器；有活動蓋

9/02

‧床單；毛毯；床罩 [5]

之食品容器（供商店傢俱用

9/04

‧‧有固定夾具者（一般服飾物見

者見 A47F）

A44B）
9/06

‧旅行毯；睡毯

9/08

‧睡袋

9/10

‧枕頭（枕頭夾持器見 A47C
21/00）[7,2006.01]

11/00 桌布

19/34 ‧‧‧粉末或顆粒食品之定量配給
如砂糖 [2]

21/00 餐 桌 用 具 （ 放 食 品 屑 之 盤 子 見
A47L13/52；餐刀見 B26B）
21/02 ‧叉；有推出器之叉；叉及匙之組
合；上生菜沙拉用之托盤
21/04 ‧匙；麵粉糕點之托盤

餐桌之用具或設備
19/00 餐具
19/02 ‧盤、碟或類似物
19/03 ‧‧僅用一次者，如紙製者

21/06 ‧組合式的或分離式的全套餐具；
有開啟牡蠣刀者；有去魚刺裝置
之餐具（廚房用具見 A47J）
21/08 ‧為獨臂者服務之裝置
21/10 ‧糖夾子；蘆荀夾子；其他食品夾
A-127

A47G

具

見 A47B61/02）[4]

21/12 ‧置放牙籤之容器
21/14 ‧置放刀架；附加至盤上之餐具支
托器

25/16 ‧‧成套服裝用者（25/40，25/44
優先）[4]
25/18 ‧‧兩件或多於兩件相同服裝用

21/16 ‧桌布或餐巾之支托器

者，如構成連接或支撐相似

21/18 ‧飲水用之吸管等（治療用者見

衣架的[4]

A61J15/00）

23/00 其他餐桌用具
23/02 ‧玻璃杯或玻璃瓶之支托器
23/03 ‧玻璃杯或飲水器皿用之墊 [2]
23/032 ‧‧由紙、板等製成者，如啤酒墊
23/04 ‧有保持冷凍或保溫裝置之食品容
器（奶油或乾酪用者見 19/26）
23/06 ‧托盤（服務台見 A47B31/00）
23/08 ‧向餐桌傳送食品之裝置；活動的
或旋轉式的食品托盤
23/10 ‧計算或記錄消耗量之裝置（飲料
配給器用者見 B65D，B67D；
一般計算器見 G06M）
23/12 ‧‧與餐具組合之消耗量計算器
23/14 ‧‧‧與墊組合者，如玻璃杯墊組
合者
23/16 ‧‧‧與飲水器皿或蓋組合者

25/20 ‧‧有保持衣服外形之裝置 [4]
25/22 ‧‧專用於皮衣者 [4]
25/24 ‧ ‧ 由 金 屬 線 製 者 （ 25/42 ，
25/46 ， 25/52 ， 25/64 ， 25/70
優先）[4]
25/26 ‧‧‧防止衣服滑離衣架專用者，
如有防滑表面者（25/30 優
先）[4]
25/28 ‧‧按衣服形狀特徵區分之衣架[4]
25/30 ‧‧‧防止衣服滑脫用者 [4]
25/32 ‧‧‧附有衣鈎零件者（25/34，
25/38 優先）[4]
25/34 ‧‧‧衣架和衣鈎構成一整體者
（25/36 優先）[4]
25/36 ‧‧‧以材料選擇為特徵者，如
紙、板、塑料、玻璃 [4]
25/38 ‧‧‧‧鈎之固定件 [4]
25/40 ‧‧可折疊的衣架 [4]
25/42 ‧‧‧由金屬絲製作者 [4]

家庭用具

25/44 ‧‧可滑動的衣架 [4]

25/00 與衣著有關的家用器具；服
裝、帽子或雨傘之支架（衣櫃見
A47B 61/00）[4]
25/02 ‧衣架；懸掛衣服之裝置；組合式
衣架；衣服升降器（衣服架或西

25/48 ‧‧有夾持器或類似夾持器之衣
架，例如長褲或裙子用者 [4]
25/50 ‧‧‧衣架上用來支撐褲子或裙子
之鈎子 [4]

裝架見 25/14；有鎖合裝置之衣

25/52 ‧‧‧由金屬絲製作者 [4]

架見 E05B69/00）[4]

25/54 ‧防塵土或防蛀之衣服袋，例如有

25/06 ‧‧衣鈎；衣架；有擺動的或伸展

西裝衣架者 [4]

臂的外衣支架（有鎖合鈎者

25/56 ‧‧有塞入衣服之裝置 [4]

見 E05B69/02）

25/58 ‧‧有殺蟲劑或驅蟲劑裝置之防蛀

25/08 ‧‧能連接至樹上、牆上、桌上之
手提式袋狀衣服容器
25/10 ‧帽托；帽架
25/12 ‧置放手杖或雨傘之台架或支架
25/14 ‧掛衣架，如掛西裝架（25/60 優
先；有可伸展的服裝支架之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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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6 ‧‧‧由金屬絲製作者 [4]

袋 [4]
25/60 ‧有香料或殺蟲劑或驅蟲劑裝置之
衣架，例如供存放於防蟲袋內用
[4]
25/62 ‧褲子或裙子用之衣架式伸展器或
拉緊器（有利用加熱及蒸氣者見

A47G

D06F）[4]
25/64 ‧‧用金屬線製作者 [4]
25/66 ‧有打衣褶或平展裝置之長褲撐架
（利用熱及蒸氣者見 D06F）[4]
25/68 ‧‧縱向伸展者 [4]
25/70 ‧‧由金屬線製作者 [4]
25/72 ‧熨衣服之裝置（熱熨裝置及機械
見 D06F）[4]
25/74 ‧領帶架 [4]
25/76 ‧領帶伸展裝置（利用熱或蒸氣者
見 D06F）[4]
25/78 ‧領帶熨平裝置，例如與支撐裝置
結合者（熱熨裝置見 D06F）[4]
25/80 ‧穿、脫長靴或鞋之用具，例如靴
鈎子、靴架（鞋之扣鈕見

29/06 ‧紙簍（垃圾容器見 B65F1/00）
29/08 ‧一般個人使用物品之容器，如刷
子
29/087 ‧將家用器具或類似物品固定於桌
上，牆上或類似處所用之裝置
[4,8]
29/093 ‧將容器固定至桌子上或類似處所
用之裝置 [4]
29/10 ‧ 鑰 匙 夾 ； 鑰 匙 板 （ 鑰 匙 盒 見
A45C11/32）
29/12 ‧郵件或報紙的容器，如信箱；傳
送郵件或報紙在門上或類似物上
的孔（29/16 優先；供建築物內
用 來 傳 送 郵 件 的 滑 道 見
B65G11/04）[1,8]

25/92）[4]

29/122 ‧‧部件、零件或附件，如發出信

25/82 ‧‧鞋拔 [4]

號之裝置、燈、留下信息之

25/84 ‧‧鞋凳 [4]

裝置

25/86 ‧‧‧有拉靴子裝置者 [4]

29/124 ‧‧‧防止他人移動物件之裝置

25/88 ‧‧將鞋帶尾端塞入靴鞋之用具[4]

29/126 ‧‧‧投遞口開縫處之蓋物

25/90 ‧家用之幫助穿衣服或脫衣服用之

29/14 ‧存放食品之容器，如早點、牛

裝置，例如長襪或褲子 [4]
25/92 ‧‧鞋扣或領扣；別針；手套別鈎
[4]

27/00 地板用之織物；及其緊固件
（紡織物見 D03D；非紡織之織物
見 D04H）
27/02 ‧地毯；梯毯；邊毯；腳墊（類似
腳墊之刮鞋器見 A47L23/22）
27/04 ‧緊固地毯之裝置；伸展地毯之裝
置
27/06 ‧梯毯夾條；梯毯夾條之固定器
（窗簾之拉桿見 A47H1/02）

29/00 在 1/00 至 27/00 或 33/00 目中不
包括的家庭用支撐物、支架或
容 器 ( 乾 燥 毛 巾 用 者 見 A47K
10/04；晾褥墊、衣服或類似物、
布匹、被褥、烘乾裝置之台、架等
見 D60F57/00) [1,8]
29/02 ‧壁板（擱板見 A47B）；支撐托
架或夾具

奶；有防止他人移動存放物品裝
置的大包裹之類似容器[1,8]
29/16 ‧‧與信箱組合者
29/18 ‧‧於門窗附近存放瓶子用之夾持
裝置（防止他人移動者見
29/24）
29/20 ‧‧防止他人移動存放物件之裝置
29/22 ‧‧‧有旋轉的往復運動部件者
29/24 ‧‧‧於門或窗附近存放瓶子用之
夾緊裝置
29/26 ‧‧‧‧僅於開門或窗時始可卸下
瓶子者
29/28 ‧‧‧通過門、牆壁等，於室內有
接收器及投遞管道等者，
如投遞奶者
29/30 ‧‧輔助用具，如發出信號之裝
置、燈，留下信息之裝置

33/00 家庭用或一般使用之宗教，祭
禮用具
33/02 ‧神壇；祌龕；盛聖水之盆；有耶
穌受難像之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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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4 ‧聖誕樹（其點火裝置見 F21S；
蠟燭支架見 F21V35/00）[1,7]
33/06 ‧‧人造聖誕樹
33/08 ‧‧聖誕樹之裝飾品

具
33/12 ‧‧聖誕樹之台架

35/00 其他家庭之用具

33/10 ‧‧聖誕樹裝飾品之固定用具或夾

A47H 門或窗之裝飾品（與門或窗之功能有關者見 E05；捲軸式窗簾見 E06B；
特殊設備或與門或窗有關之措施，例如為通風或密閉見 E06B 7/00）

次類索引
窗簾 ........................................... 21/00，23/00

窗之操縱 ............. 3/00，5/00，11/00，15/00

掛簾

門或窗之其他設備................... 27/00， 99/00

..... 1/00，2/00，7/00，13/00，15/00，19/00

簾；帷幔

1/19

‧‧安裝金屬線，繩索等用之裝置

2/00

短帷幔或類似物

1/00

懸掛簾之裝置

2/02

‧能伸縮者

1/02

‧簾架

3/00

窗簾等之條帶、繩索用之緊

1/022 ‧‧能伸縮者
1/03

‧‧裝於樞軸上與門或窗同時旋轉

固、夾持或導向裝置
3/02

者

‧供條帶及繩索用之緊固、夾持或
導向裝置

1/04

‧簾軌

3/04

‧‧繩索自動夾持器

1/06

‧‧固定式者

3/06

‧‧繩索非自動夾持器

1/08

‧‧能伸縮者

3/08

‧‧有兩條繩索之簾的拉緊裝置

1/10

‧安裝簾架或簾軌之裝置

3/10

‧‧繩索導向器

3/12

‧‧條帶支架；條帶捲軸；條帶拉

1/102 ‧‧安裝簾架用者（1/12，1/14 優
先）

緊裝置

1/104 ‧‧安裝簾軌用者（1/12，1/14 優
先）

5/00

提拉帷幔、簾等用之裝置

‧‧可調節者

5/02

‧窗簾之拉開及閉合裝置

1/122 ‧‧‧調節簾架用者

5/03

‧‧有導向器及推拉桿之裝置

1/124 ‧‧‧調節簾軌用者

5/032 ‧‧有導向器及拉索者（繩索滑輪

1/12

1/13

見 11/06）

‧‧捲軸式窗簾及拉起式窗簾之托
5/04

‧‧有縮放夾具者

5/06

‧‧於簾架上或正軸上有螺紋者

1/142 ‧‧‧支撐簾架用者

5/08

‧提拉裝於門窗上帷幔之裝置

1/144 ‧‧‧支撐簾軌用者

5/09

‧‧使簾離開門窗之裝置

架及可調裝置
1/14

‧‧支撐簾架或簾軌之托架

1/16

‧‧由金屬線製作成簾架之支架

5/14

‧落下簾幕等用之裝置

1/18

‧其他掛簾裝置，例如繩，金屬線

7/00

支撐及移動簾架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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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能降下之簾架

11/00 窗簾繩索之輔助用具

21/00 簾幕之遮護裝置
23/00 簾幕；有褶綴之帳簾（淋浴裝置

11/02 ‧操縱窗簾繩索之嚙合器
11/04 ‧尾端附屬物之夾具，如夾絲帶用

見 A47K3/38）
23/01 ‧伸展吊幕之底桿；改進閉幕用之

者

磁鐵、滑動緊固器等

11/06 ‧繩索滑輪

23/02 ‧簾幕之外形；特殊簾幕材料之選
擇 [2]

13/00 簾架或簾軌上簾之緊固用具
13/01 ‧用夾子；用附屬於鈎或環之夾子
13/02 ‧ 用 扣 環 ， 如 有 附 加 操 縱 器 者

23/04 ‧‧簾幕之形狀
23/05 ‧‧‧鏈形或鏈狀盔甲形者；自由
垂掛之條帶或薄板形者

（13/12 優先）
13/04 ‧ 用 鈎 子 ， 如 有 附 加 操 縱 器 者

23/06 ‧‧‧有兩個或多個協同動作，前
後按次懸吊之簾，具有透

（13/12 優先，打褶條帶專用之
鈎子見 13/16）
13/06 ‧用銷栓者，如有附加操縱器者
（13/12 優先）
13/10 ‧用軌道捲軸者
13/12 ‧用軌道滑動器者

明的或孔眼之部件
23/08 ‧‧特殊材料之選擇
23/10 ‧‧‧以塑料等物為材料者
23/12 ‧‧‧用紙或硬紙板為材料者
23/14 ‧‧‧以附有加固桿之織物為材料
者，如用木桿加固者

13/14 ‧簾之成褶裝置
13/16 ‧‧有褶之帶子；有褶之帶子專用

27/00 置放花卉之箱、擱板、支架或

的鈎

類似支撐物（適宜置放植物之窗
見 E06B7/28）

15/00 於簾架或拉桿上支撐窗簾用之
操縱器或滑行器
15/02 ‧操縱器
15/04 ‧滑行器

33/00 (轉見 99/00)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2009.01]

19/00 窗簾用花結形夾持器；有花飾
之夾持器

A47J

廚房用具；咖啡磨；香料磨；飲料製備裝置 [6]

次類索引
製備食品用之用具或機械

煮蛋器；露營烹調器 ................. 29/00；33/00

剝皮或削皮用者；過濾用者 ..... 17/00；19/00

飲料製備裝置 .......................................... 31/00

黃油成型用者 ............................................ 9/00

烹調器皿之零件 ...................................... 36/00

加工水果用者 ........................... 17/00 至 25/00

烘、烤、煎、炸 ...................................... 37/00

咖啡磨，香料磨 ...................................... 42/00

烹調室、加熱食櫥 .................................. 39/00

其他機械或用具 ......................... 43/00，44/00

隔熱器皿 .................................................. 41/00

烹調、飲料製備裝置；隔熱器皿
一般使用之烹調裝置 .............................. 27/00

緊固或夾持器皿............................................ 45/00
容器、台架或切割板 ....................................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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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黃油等成型之裝置或用具（奶廠

27/05 ‧‧層疊式蒸氣烹調器，即於層疊
的烹調器之間，於使用時有

使用者見 A01J19/00，21/00）

17/00 家用剝皮、取筋或削皮之用具

密封連接器件者
27/06 ‧家用之蒸氣加熱壺

或機械（大量食品用者見 A23N）

27/08 ‧壓力鍋；其專用的蓋或封閉裝置

17/02 ‧蔬菜等刮皮或剝皮用之手工用具

27/082 ‧‧有同時分別烹調不同食品之插

17/04 ‧‧柑桔類水果剝皮器

件者；及其插件

17/06 ‧取豆筋之用具

27/084 ‧‧附容積可調者；層疊壓力鍋

17/08 ‧蘆筍剝皮器

27/086 ‧‧有內含加熱裝置者（適於加熱

17/10 ‧剝皮時夾緊蔬菜或水果之夾具

裝置之自動開關見 27/62）

17/14 ‧剝皮機械

27/088 ‧‧適用高頻加熱者

17/16 ‧‧有旋轉支撐水果之心軸，與固

27/09 ‧‧安全裝置

定的或活動的剝皮刀片之剝

27/092 ‧‧‧於開啟前自動減壓之裝置

皮機械

27/10 ‧家庭用之有水浴裝置的烹調器具

17/18 ‧‧有刮盤或轉翼者

27/12 ‧多單元之烹調器具

17/20 ‧‧有刷子者

27/122 ‧‧外形適宜與毗鄰的器皿組成一

19/00 過瀘食品之家用機械；搗碎或
過濾食品之家用機械（大量食品
用者見 A23N）
19/02 ‧柑桔水果壓榨器；其他水果汁榨
取裝置
19/04 ‧搗碎馬鈴薯或其他食品之家用器
械
19/06 ‧蔬菜汁壓榨機

21/00 由水果除去莖桿之裝置（機械見
A23N15/02）

23/00 水果去核裝置（大量水果去核機
見 A23N3/00，4/00）

25/00 水果除芯裝置（大量水果除核芯
之機械見 A23N3/00，4/12）

烹調；飲料製備裝置
27/00 烹調器皿（29/00 至 33/00 優先）
[2]
27/02 ‧有擴大的加熱表面者
27/022 ‧‧有擴大底者
27/024 ‧‧有伸出容器外之液體加熱管者
27/026 ‧‧有穿過容器循環熱氣管道者
27/04 ‧於蒸氣中烹調食品用者；用蒸氣
提取水果汁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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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元者，如扇形者
27/13 ‧‧層疊式烹調器
27/14 ‧旅館、飯店或零售部用之烹調器
具
27/16 ‧‧用蒸氣加熱者
27/17 ‧‧‧有蒸氣套子者
27/18 ‧‧用水浴加熱者
27/20 ‧火腿蒸煮器
27/21 ‧煮水之器具，如壺
27/212 ‧‧有信號器者，如有汽笛之壺
27/56 ‧防止溢出，如奶（加工奶時，製
奶裝置中防止或消除泡沫之裝置
見 A01J11/02）
27/57 ‧ ‧ 有 水 套 或 汽 套 之 煮 奶 的 器
皿，如有信號器者
27/58 ‧‧附有能收集溢流液之槽或蓋之
烹調器具
27/60 ‧‧類似漏斗之插件；置放於烹調
器底部之有槽的板
27/62 ‧‧關掉加熱器後自動控制供熱之
裝置或自動提升烹調器之裝
置
27/64 ‧‧‧自動提升烹調器用者

29/00 煮蛋器
29/02 ‧蛋品或荷包蛋用者；定時控制之
烹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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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4 ‧‧有自動由開水中提升蛋品裝置
之煮蛋器
29/06 ‧蛋品夾持器；煮蛋時之支撐器

31/00 飲料製備裝置（過濾食料用之家
用機械或用具見 19/00，製備非酒
精飲料，例如將配料加入水果或蔬
菜汁者見 A23L2/00；咖啡壺或茶
壺見 A47G19/14；沏茶器見 A47G
19/16；啤酒釀造見 C12C；葡萄酒
或其他酒精飲料見 C12G）[5]
31/02 ‧置放於飲用器皿上部者、有活動
萃取杯之製咖啡的機械，如餐館
用之過濾器（過濾器見 31/06）
31/04 ‧有提升管道之製咖啡的裝置
31/043 ‧‧真空式製咖啡之裝置，通過該
裝置之上升管道熱水進入放

31/24 ‧製備咖啡之裝置，於壓力下使熱
水流過過濾器（31/043 優先）
31/30 ‧‧於蒸氣壓力下用熱水者
31/32 ‧‧於空氣壓力下用熱水者
31/34 ‧‧於液壓下用熱水者
31/36 ‧‧‧使用產生機械壓力之裝置者
31/38 ‧‧‧‧用手工操作者
31/40 ‧有配給裝置之能加入一定量的成
分，如咖啡、水、砂糖、可可、
奶、茶之飲料製備裝置
31/41 ‧‧液體成份者 [5]
31/42 ‧包括有咖啡研磨器或烘烤裝置之
製備飲料的裝置
31/44 ‧製備飲料裝置之零部件（過濾器
或濾網見 31/06）
31/46 ‧‧配給嘴、泵、排放閥或類似的
液體輸送裝置
31/48 ‧‧於過濾器不用時，支撐過濾器

水吸入過濾器
31/047 ‧‧‧能自動切斷熱源者
31/053 ‧‧使萃取物重複循環通過過濾器
31/057 ‧‧與飲料容器分開的水容器，熱
水僅能一次通過過濾器
31/06 ‧咖啡或茶製造器之過濾器或濾網
31/08 ‧‧紙製之過濾插件
31/10 ‧製咖啡之裝置，將釀製器皿置放
於飲料容器之上部或上方；滴入
式咖啡製造器（31/02 優先）
31/12 ‧‧使開水之蒸氣先上升超過過濾
器然後使蒸氣冷卻再流過過
濾器
31/14 ‧於倒水嘴內或倒水嘴後方有過濾
器之咖啡或茶之製備裝置
31/16 ‧翻轉式咖啡製備裝置，水於其下
部煮開隨後使裝置翻轉，使水流
過過濾器
31/18 ‧將磨碎的咖啡或茶葉浸泡於飲料
容器的熱水中用之裝置
31/20 ‧‧有可浸泡者，如可旋轉的過濾
器
31/22 ‧生產過濾咖啡之離心機（31/20

部件之夾、環、鈎或類似裝置
31/50 ‧‧有使飲料保溫及保冷的大壺
31/52 ‧‧製咖啡或茶裝置之鬧鐘定時報
警機構
31/54 ‧‧煮水器皿
31/56 ‧‧‧有水位控制器者；有溫度控
制者
31/58 ‧‧安全裝置
31/60 ‧‧清洗裝置

33/00 無完整加熱裝置之露營烹調器
（有一個燃燒器之旅行烹調器見
36/26）

36/00 烹調器之零件、部件或附件
（27/00 至 33/00 優先，於此範圍
內此等零件係限定於此目中所包括
的各目某種特殊種類烹調器皿者）
[2]
36/02 ‧特殊材料之選擇，如有銅嵌層或
有隔熱層之加強底部者
36/04 ‧‧非金屬材料者
36/06 ‧烹調器之蓋子或套（專門適用於
壓力鍋用者見 27/08）[1,8]
36/08 ‧‧由容器中排光液體者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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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0 ‧‧蓋之鎖合裝置 [1,8]
36/12 ‧‧於容器上使蓋處於開啟位置之
裝置
36/14 ‧倒水嘴，如作為與容器分離之部
件者

之裝置
37/12 ‧於油中炸物品用之器具，包括炸
魚專用的器具

39/00 隔熱的加溫室；有餐具加熱裝
置之櫥櫃

36/16 ‧插件
36/18 ‧‧能插入篩板之蒸煮器或器具，
如馬鈴薯蒸煮器
36/20 ‧‧置放於烹調器內之帶孔的底座
或容器
36/22 ‧‧‧金屬線插件（炸物品用者見
37/12）
36/24 ‧加溫裝置
36/26 ‧‧飲料或食品容器之加溫裝置，
尤指用燃燒器者；旅行烹調
器，如用石油或汽油者，有
一個燃燒器者
36/28 ‧‧利用放熱反應產生熱之加溫裝
置，如用石灰與水接觸生熱
36/30 ‧‧用燃燒釋熱元件或其他化學物
質之加溫裝置
36/32 ‧定時控制點火機構或報警裝置
36/34 ‧烹調器之支架
36/36 ‧固定的或活動安裝的能減少熱量
散失之烹調器的外殼或套
36/38 ‧由烹調器中排出或冷凝蒸氣者
[5]
36/40 ‧維修烹調器用之止漏裝置
36/42 ‧防止鍋垢，即水垢等沉澱之裝置

39/02 ‧盤碟加熱裝置；食品保溫之裝置

41/00 隔熱器皿，如長頸瓶、水罐、
缸
41/02 ‧有真空套之容器，如熱水瓶

42/00 咖啡磨；香料磨
42/02 ‧有研磨錐體者
42/04 ‧‧手動者
42/06 ‧‧機動者
42/08 ‧‧調節機構
42/10 ‧‧研磨錐體
42/12 ‧有磨盤者
42/14 ‧‧手動者
42/16 ‧‧機動者
42/18 ‧‧調節機構
42/20 ‧‧研磨圓盤
42/22 ‧有粉碎攪拌器或旋轉刀具者
42/24 ‧‧手動者
42/26 ‧‧機動者
42/28 ‧‧攪拌器或刀具
42/30 ‧‧漏除磨碎材料之帶孔容器；有
篩子者
42/32 ‧有其他研磨或粉碎部件者
42/34 ‧‧手動者

37/00 烘、烤、煎、炸之用具（烤爐，

42/38 ‧部件或零件

家用爐或灶見 F24B，C）

42/40 ‧‧與出料、接收器有關者；袋子

37/01 ‧烘烤專用的容器（烤爐中用者見
A21B）
37/04 ‧有活動安裝之食品支架或有活動
加熱器具之烘烤裝置；烤肉叉
37/06 ‧烤爐；烤肉格子；烤三明治之格
子 [1,2006.01]
37/07 ‧‧戶外使用的烘烤裝置；烘整肉
的架子
37/08 ‧‧麵包烤爐
37/10 ‧煎鍋，包括蓋子或將油澆於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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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6 ‧‧機動者

非家用烘烤裝置或設備見 A21B；

夾具，如驅動電氣開關之裝
置
42/42 ‧‧‧接收研磨材料之料斗
42/44 ‧‧自動啟動及停止裝置（有驅動
開關裝置之袋子夾具見
42/40）
；報警裝置
42/46 ‧‧驅動機構；連接於驅動器上者
42/48 ‧‧安裝於桌上、牆上等之磨
42/50 ‧‧進料裝置，如漏斗；進料用之
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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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與烘烤裝置組合之咖啡磨

44/00 加工食品用之多用機械

42/54 ‧‧冷卻

44/02 ‧有由頂部或由底部驅動裝置者，

42/56 ‧‧安全裝置

43/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製備
或存放食品之其他器具[1,8]
43/04 ‧其他類不包括的家用機械，如用
於對食品進行研磨、混合、攪
拌、揉合、乳化、攪打類者，如
動力驅動者
43/042 ‧‧機動的液體振盪器
43/044 ‧‧由頂部用工具驅動者
43/046 ‧‧由底部用工具驅動者
43/06 ‧‧有許多可互相替換的加工用具
者
43/07 ‧‧零件或部件，如混合器具、攪
打用具
43/08 ‧‧‧驅動機構
43/09 ‧‧‧‧用液體驅動者，如噴射
43/10 ‧攪蛋器；奶油攪打器，即手工工
具
43/12 ‧以引入之氣流攪打者
43/14 ‧打開生蛋或分離其成份之裝置
43/16 ‧將脂肪、臘肉等放入肉食中之用
具；加豬油之用具
43/18 ‧於烹調時或後來切割時夾住家
禽、鹿肉，及其他肉類或夾住蔬
菜之夾持用具
43/20 ‧食品成型器，如肉餡餅之成型器
43/22 ‧廚房之小篩子
43/24 ‧洗菜等之裝置
43/25 ‧軋碎裝置 [2]
43/26 ‧堅果鉗子
43/27 ‧混合飲料用者；手拿式振動器
（機械驅動者見 43/042）
43/28 ‧其他烹調手工工具，如刮鏟、鉗
子、叉子及類似的食品夾具，杓

如分別驅動的釜

45/00 緊固或夾持廚房用具之裝置
（有夾持廚房器具或器皿裝置之碗
櫃見 A47B77/00）[4]
45/02 ‧將廚房用具固定於桌上、牆上用
者等 [4]
45/06 ‧空心器皿之柄
45/07 ‧ ‧ 分 離 式 者 （ 分 離 之 柄 見
45/10）
‧‧隔熱之柄

45/08

45/10 ‧夾持或提起熱烹調器之用具，如
夾子、分離式鍋柄、織物或類似
的墊子

47/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廚房
容器、台架等；切割板，如切
麵包用者
47/01 ‧有配給裝置者
47/02 ‧密封式食品容器
47/04 ‧‧粒狀食品用者
47/06 ‧‧‧有保鮮裝置者
47/08 ‧‧非粒狀食品用者
47/10 ‧‧‧有保鮮裝置者
47/12 ‧‧‧麵包箱
47/14 ‧製備供人用之熟食容器（飯盒、
野餐盒等見 A45C11/20）
47/16 ‧廚房用具之台架或支撐物
47/18 ‧廚房用之桶
47/19 ‧‧桶邊保護器；地板保護器
47/20 ‧安裝於水槽內，水槽上或上方之
活動柵格架、支架或其他支撐物
（水槽的防濺擋板 見 E03C
1/181，E03C 1/186）
[1,2006.01,2019.01]

子、網杓、烹調匙；連於烹調鍋
上之匙架

A47K 其他類不包括之衛生設備 （與供水或排水管道、污水槽相連的水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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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C；廁所見 E03D）；盥洗室輔助用具（化妝用具見 A45D）

次類索引
盥洗室之器具............................ 1/00 至 10/00

其他設備 ................................................ 17/00

便器；便器附屬件....... 11/00；10/00，13/00

1/00

臉盆架；及其附屬用品（洗頭髮
或洗頭皮之用具見 A45D19/00；手
工洗滌或清潔陶器、餐具、烹調等

見 3/062）
3/024 ‧‧‧兒童或嬰兒專用者
3/03

臉盆上者（可折疊的浴缸見

各種盆見 A47L17/02；有醫療用途
之輔助設備見 A61H）
1/02

‧手提式梳妝台；洗臉櫃或架（汽
車 用 者 見 B60R ； 列 車 用 者 見
B61D；船舶用者見 B63B；飛機
上用者見 B64D；與排水管道連
通者見 E03C）

1/04

‧洗臉盆（與排水管道連通者見
E03C 1/12）
；水罐；及其支撐裝
置

1/05

‧‧盆或罐之支撐裝置

1/06

‧洗臉盆用之可更換的衛生襯裡或
襯殼

1/08

‧梳妝台之輔助設備，如玻璃板，
及其支架（毛巾架見 10/00）

1/09

‧‧飲水玻璃杯、牙刷、頭髮刷等
用之支架

1/10

‧能安於浴缸上附有洗手盆之可分
離式框架

1/12

‧能附加於水池上之洗臉盆；可折
疊的洗臉盆（一般能附於水池上
之支架見 A47J47/20）

‧‧能附加於其他浴缸，水池或洗
3/07）

3/034 ‧‧‧兒童或嬰兒專用者
3/04

‧‧固定式浴缸者

3/06

‧‧折疊式浴缸者

3/062 ‧‧‧為特殊目的專用者，如洗腳
者、坐浴用者
3/064 ‧‧‧‧兒童或嬰兒專用者
3/07

‧‧‧能附加至其他盆等上者

3/074 ‧‧‧‧兒童或嬰兒專用者
3/08

‧‧櫃狀浴缸（淋浴櫃 3/30）

3/10

‧波浪產生器等

3/12

‧分離式座位或身體支撐架（座椅
見 A47C7/02）

3/14

‧能更換的浴缸隔壁（有分隔壁之
水池見 E03C1/18）

3/16

‧將浴缸固定於地板或牆壁上之裝
置；可調式浴缸腳

3/162 ‧‧浴缸之折疊式台架或支撐
3/164 ‧‧‧於兒童或嬰兒澡盆上用者
3/17

‧‧能調的浴缸腳

3/18

‧與洗手盆組合者

3/20

‧與淋浴器組合者

3/26

‧無向上噴灑裝置之坐浴盆（有向

1/14

‧臉盆、浴缸、水池等用之塞子

3/00

浴缸；淋浴器；及其輔助設備

上噴灑裝置之坐浴盆者見

（醫療用者見 A61H，M，例如用

A61H35/00，E03D9/08）[7,8]

於特殊治療或衛生目的之淋浴裝置

3/28

見 A61H33/00）
3/02

‧浴缸（附淋浴器者見 3/20；可加
熱者見 F24H）[1,7]

3/022 ‧‧專門適宜特殊用途者，如洗腳
者、坐浴用者（折疊式浴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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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浴器（與浴缸合併者見 3/20；
噴嘴、噴頭見 B05B1/00）[7]

3/30

‧‧屏風或櫃 [7]

3/32

‧‧‧可摺疊的櫃 [7]

3/34

‧‧‧可滑動之屏風（3/36 優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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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鉸接的屏風 [7]

3/38

‧‧簾幕裝置（簾幕、簾幕懸掛設
備見 A47H）[7]

3/40

‧‧底座或底盤 [7]

4/00

本次類各個目未包括的組合式
之浴缸、沖洗器、水池、洗臉
盆、便器或尿壺

5/00

肥皂、牙膏或類似物 之支架或
配給器（用於刮臉泡沫產生裝置
見 A45D27/02；刮臉肥皂或化妝
品專用者 A45D 33/00 至 40/00）

[1,8]
5/02

‧肥皂盒或容器

5/03

‧‧與牆壁或臉盆架分開者

5/04

‧肥皂塊之其他容器

5/05

‧‧肥皂塊之固定裝置，如夾子、
栓、磁鐵

5/06

‧肥皂配給器

5/08

‧‧固體肥皂用者

5/09

‧‧‧有刮或擦的裝置者

5/10

‧‧粉末狀肥皂用者

5/12

‧‧液態或糊狀肥皂用者

5/122 ‧‧‧用擠壓瓶等
5/13

‧‧‧翻轉式者

5/14

‧產生泡沫之裝置 [1,8]

5/16

‧‧用機械驅動者（食品混合器見
A47J43/04）

5/18

‧肥皂及牙膏等通用者；與玻璃
杯、牙刷等容器組合者

7/00

洗滌身體或清潔身體用之器具
（治療或衛生用之洗澡或洗滌裝置
見 A61H33/00；身體特殊部位用之

7/02

‧獨臂者之洗滌裝置

7/08

‧臀部沖洗衛生裝置或手工器具

10/00 擦乾身體之用具；衛生紙；及
其支架
10/02 ‧毛巾（紙製者見 10/16；織物見
D03D；非織物見 D04H）
10/04 ‧毛巾架；毛巾橫桿；毛巾拉桿；
毛巾軸，如可旋轉者
10/06 ‧ ‧ 與 毛 巾 乾 燥 裝 置 組 合 者
（10/30 優先）
10/08 ‧‧以能安裝於洗臉盆、浴缸等上
為特徵者
10/10 ‧‧以能安裝於櫃櫥、牆壁、門上
等為特徵者
10/12 ‧掛毛巾用之夾子、鈎等
10/14 ‧‧自持夾具
10/16 ‧紙製毛巾；衛生紙；及其支架
（配給器見 10/32）
10/18 ‧‧容器；支架
10/20 ‧‧‧層疊紙張用者
10/22 ‧‧‧捲筒式者（一般由滾筒抽紙
者見 B65H）
10/24 ‧毛巾配給裝置；衛生紙配給裝置
（一般紙張或捲紙配給器見
B65H）
10/26 ‧ ‧ 機 械 驅 動 之 毛 巾 配 給 器
（10/28 優先；紙製巾用者見
10/34）
10/28 ‧‧乾淨部分之配給及收起髒污部
分，如用滾筒
10/30 ‧‧‧與髒污部分之洗滌及乾燥部
件組合者
10/32 ‧‧紙毛巾或衛生紙之配給器

‧洗澡海綿、刷子，手套或類似的

10/34 ‧‧‧由捲筒配給者，如用機械驅
動裝置者

A46B ； 家 庭 清 掃 用 之 海 綿 見

10/36 ‧‧‧‧有切割裝置者

A47L13/16；按摩用者見 A61H

10/38 ‧‧‧‧有向上的滾筒者

7/00）

10/40 ‧‧‧‧‧有伸展的或折疊的滾動

‧‧含有肥皂或其他清潔成份者，
如浸漬式者

7/04

7/06

浴盆見 A61H35/00）
清洗或搓擦用具（一般刷子見

7/03

置

‧手工或機械操作之洗滌或清洗裝

支架者
10/42 ‧‧‧由單張紙儲存器配給者，加
層疊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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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有機械配給裝置者

13/00 各種便器用之座或蓋

10/46 ‧‧‧有儲存髒毛巾裝置者

13/02 ‧塑膠者

10/48 ‧用熱空氣乾燥者（頭髮乾燥裝置

13/04 ‧座位緩衝墊

見 A45D20/00；醫療用之熱空氣

13/06 ‧兒童用之輔助座具或攜帶式座

浴盆見 A61H33/06；電氣加熱元

13/08 ‧有小便集中器之蓋

件見 H05B）

13/10 ‧升降裝置（有控制沖洗閥門者見

11/00 無沖洗之便器（有循環沖洗之便
器見 E03D5/016）
；無沖洗之小便

器（一般車輛用者見 B60R；有軌
車用之便器見 B61D；船舶用者見
B63B；飛機用者見 B64D；有沖洗
設備之小便器見 E03D13/00）
；尿

壺；附簡易便器或專適用於與
便器共同使用之椅子 [5]
11/02 ‧乾式便器，例如焚化式便器
11/03 ‧‧有加入粉末，如土類之裝置者
11/04 ‧室內便器；附簡易便器或專門適

E03D5/04）
13/12 ‧鉸鏈式者
13/14 ‧便器座之紙墊
13/16 ‧‧單張紙者
13/18 ‧‧紙筒式者
13/20 ‧‧‧有切割裝置者
13/22 ‧‧‧捲起式者（13/20 優先）
13/24 ‧不包括於 13/02 至 13/22 各目者
或與此等目關係不大之零件或部
件
13/26 ‧‧座或蓋之固定裝置（鉸鏈式者
見 13/12）

用於與便器共同使用的椅子，例

13/28 ‧‧可調節的座或蓋

如臥室用之便器 [5]

13/30 ‧‧有加熱、脫臭等設備之座

11/06 ‧尿壺（臥床者用之便器或其他衛
生裝置見 A61G9/00）
11/08 ‧有便器或洗身器具之臥室櫃或桌
（床頭櫃本身見 A47B79/00）
11/10 ‧清掃便器之手工工具

17/00 其他設備（痰盂見 A61J19/00）
17/02 ‧除座以外之便器用的身體支撐
物，如手柄、靠背、歇腳架；便
器之輔助用具，如閱覽台

11/12 ‧無沖洗之小便器 [1,8]

A47L 家庭之洗滌或清掃（刷子見 A46B；大量瓶或其他同一種類空心物件之洗
滌見 B08B9/00；洗衣見 D06F）；一般吸塵器（一般清掃見 B08）

附註
供清洗窗戶、遮光簾、窗簾、軟百葉簾以及地板、地毯、傢俱、牆或牆之
覆蓋物的機械或設備分類見 11/00 或 13/00 目。 [3]

次類索引
窗、遮光簾、窗簾、軟百葉簾之

地板、地毯、傢俱或牆壁

清掃 .................................... 1/00，3/00，4/00

之清掃 ....................................... 11/00，13/00

吸塵器 ................................ 5/00，7/00，9/00

家庭用品之清洗或拋光.......... 15/00 至 21/00
靴鞋與其他用具之清掃............ 23/00，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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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遮光窗、窗簾、軟百葉簾之清掃

5/06

‧‧帶有轉風扇者

5/08

‧‧‧由支持吸塵器之輪子驅動者

1/00

窗之清掃

5/10

‧‧‧‧有驅動的除塵工具者

1/02

‧動力驅動的機械或裝置

5/12

‧有由動力驅動之空氣泵或空氣壓

1/03

‧‧同時清掃窗兩面者

1/05

‧‧附有固定電動機之手動裝置[3]

1/06

‧手工機械（有固定電動機者見
1/05）[3]

1/08

‧‧供應液體之裝置，如清潔劑

縮機者，例如由機動車發動機真
空驅動者
5/14

‧‧與吸塵器組合之吹除清掃

5/16

‧‧除旋轉風扇外之吸塵裝置

5/18

‧‧‧有噴射器者，如與機動車輛
排氣裝置連接者

（1/095，1/13，1/15 優先）[3]
1/09

‧‧僅能自一邊接近而擦拭另一邊
者 [3]

1/095 ‧‧‧供應液體之裝置，如清潔劑
[3]
1/12 ‧‧同時擦兩邊者 [3]
1/13
1/15

‧‧‧供應液體之裝置，如清潔劑
[3]
‧‧布、海綿、墊子等，如含有清

5/20

‧‧‧用風箱、隔膜或活塞者

5/22

‧‧用旋轉風扇者

5/24

‧‧‧用手支撐之吸塵器

5/26

‧‧‧‧有驅動之除塵工具者

5/28

‧‧‧於外殼上有固定手柄與吸嘴
之吸塵器；例如有操縱手柄
之輪式吸塵器（5/24 優先）

5/30

旋轉刷

潔劑者 [3]
1/16

‧玻璃窗之除霜裝置（H05B3/84

5/32

清掃窗用之安全裝置（安全帶見
A62B35/00；一般腳手架見
E04G；梯子見 E06C）

3/02

‧罐籠；平台

3/04

‧安全繩

4/00

清掃遮光簾、窗簾、軟百葉簾
者（1/15 優先；吸塵器吸嘴見

‧‧‧‧有軟管連接裝置者，（吸
塵 器 軟 管 之 連 接 見

優先）[5]

3/00

‧‧‧‧有驅動的除塵工具者，如

9/24）
5/34

‧‧‧‧吸嘴或除塵工具之高度調
整裝置

5/36

‧‧‧於吸嘴與外殼之間用軟管連
接之吸塵器；於樓梯間固
定的吸塵器；背於背上之
吸塵器

5/38

‧‧‧固定式吸塵器之安裝，即於

9/02）[3]

不同之位置上用軟管與固

4/02

‧清掃軟百葉簾之手動工具 [3]

定管道系統相連者

4/04

‧便於清掃之輔助件，如軟百葉簾
之分離器、伸展器或清掃架 [3]

7/00

適宜附加目的之吸塵器（地板
拋光工具見 11/20；除灰之吸塵
裝置見 F23J1/02）
；有清掃用之

吸塵器 [3]

吸塵孔的桌子；用抽吸作用清
5/00

吸塵器之結構特徵

掃物品之容器；適宜清掃刷子

5/02

‧附有由使用者驅動之空氣泵或壓

之吸塵器；適宜吸起液體之吸

縮機者
5/04

‧‧有活塞、風箱或隔膜者，例如
由裝載吸塵器輪子驅動者

5/05

塵器[1,8]
7/02

‧特殊用途之驅動工具 [1,8]

7/04

‧為其他用途使用排放空氣者，如

‧‧‧有驅動的除塵工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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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室內散布化學品、空氣殺菌

蓋物之清掃

（一般噴射或噴霧者見 B05）
7/06

‧‧利用排放氣體進行工作之吸塵
器

7/08

‧‧具有於排放氣中燃燒灰塵者

9/00

吸塵器之零件或輔助用具，如
控制吸塵作用與產生振動作用
之機械裝置；吸塵器專用之儲
塵裝置、及其部件；專用之吸

9/02

11/00 清掃地板、地毯、傢俱、牆壁
或牆上覆蓋物之機械
11/02 ‧地板光面或擦光機（一般拋光機
見 B24B29/00）
11/03 ‧‧有供給清洗劑或擦光劑裝置為
特徵者
11/04 ‧‧手工驅動
11/06 ‧‧‧有往復式或振動式工具者

塵清潔車輛

11/08 ‧‧‧有旋轉式工具者

‧吸嘴（輸送液體之吸嘴見

11/10 ‧‧發動機驅動者

B65G51/00）

11/12 ‧‧‧有往復式或振動式工具者

9/04

‧‧有驅動刷或攪拌器者

11/14 ‧‧‧有旋轉工具者

9/06

‧‧固定者，如可調式固定刷等用

11/16 ‧‧‧‧以圓盤刷為工具者

具

11/162 ‧‧‧‧‧僅有一個圓盤刷者

9/08

‧‧吹除灰塵之裝置

11/164 ‧‧‧‧‧刷具之零部件

9/10

‧過濾器（一般者見 B01D；旋流

11/18 ‧‧‧‧以滾動刷為工具者

器見 B04C）；灰塵分離器；除

11/19 ‧‧‧‧‧刷具之零部件

塵器；過濾器之自動交換

11/20 ‧‧與真空吸塵裝置組合者

9/12

‧‧乾式過濾器

11/202 ‧‧‧有分別驅動清潔刷具裝置者

9/14

‧‧袋子等用具；袋之附件或閉塞

11/204 ‧‧‧有刷具與真空吸塵之組合驅

物
9/16

‧‧旋風器或其他離心作用之裝置
或設備

動裝置者
11/205 ‧‧‧‧往復刷具用者
11/206 ‧‧‧‧旋轉圓盤刷具用者

9/18

‧‧液體過濾器

11/22 ‧手動掃地機械

9/19

‧‧監視吸塵操作之設備 [3]

11/24 ‧機動掃地機械

9/20

‧清掃過濾器之裝置

11/26 ‧手動的洗滌地板之機械（11/29

9/22

‧馬達風扇之支座

9/24

‧軟管；軟管之連接用具（一般軟

9/26

9/28

11/28 ‧機動的洗滌地板之機械（11/29

管與軟管之連接用具見 F16L）

優先）

‧電線纏繞裝置之組合（專門適合

11/282 ‧‧有旋轉工具者

放出或收緊電線之裝置見

11/283 ‧‧‧以圓盤刷為工具者

B65H75/34；能相對移動的部件

11/284 ‧‧有往復式工具者

間之電纜或電線見 H02G11/00）

11/29 ‧以能吸取髒液為特徵之地板洗滌

‧電氣機械設備，如適宜或連接至

機械

吸塵器者；用電氣裝置控制之吸

11/292 ‧‧有旋轉工具者（11/30 優先）

塵器

11/293 ‧‧‧以圓盤刷為工具者

9/30

‧‧照明裝置之布置

9/32

‧手柄

地板、地毯、傢俱、牆壁或牆上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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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

11/294 ‧ ‧ 有 往 復 式 工 具 者 （ 11/30 優
先）
11/30 ‧‧有抽吸作用者
11/32 ‧地毯清掃機（與吸塵器組合見

A47L

7/02）

見 B25G）

11/33 ‧‧有貯存髒物裝置者

13/25 ‧‧‧‧金屬絲框架

11/34 ‧用液體、泡沫或蒸汽，如水蒸

13/252 ‧‧‧‧‧織物碎條等拖把用者

汽，於原地處理地毯之機械

13/253 ‧‧‧‧‧可調的或折疊式者

11/36 ‧拍打傢俱覆蓋飾物之機械

13/254 ‧‧‧‧板式框架

11/38 ‧清掃牆壁、天花板、房頂等專用

13/255 ‧‧‧‧‧織物碎條等拖把用者

之機械
11/40 ‧不包含在或不限定於 11/02 至

13/256 ‧‧‧‧‧布製拖把用者
13/257 ‧‧‧‧‧海綿狀材料製之拖把用

11/38 各目的機械零件或部件，

者

如手柄、開關器之布置、外殼、

13/258 ‧‧‧‧‧可調的或折疊式者

緩衝器、或槓桿

13/26 ‧‧能供給液體之其他清掃裝置

13/00 清掃地板、地毯、傢俱、牆壁
及其牆壁覆蓋物之用具 (刷子及
其柄或緊固件見 A46B，B25G；於
建築物上修正用之刮具見
E04F21/00)
13/02 ‧刮具
13/022 ‧‧刮具手柄
13/03 ‧‧有供給清洗劑裝置之刮具
13/04 ‧‧有剛毛者
13/06 ‧‧有金屬絲或金屬網
13/07 ‧‧‧金屬海綿（ 13/022，13/03
優先）
13/08 ‧‧有刮片者
13/10 ‧洗滌；沖刷；清掃；拋光
13/11 ‧‧橡皮掃帚 [3]

（地板拋光機上之設備見
11/00，刮具上者見 13/03，拖
把上者見 13/22；含有清潔劑
之布、墊或類似物品見
13/17，13/19）[3]
13/28 ‧‧拋光器械（拋光機見 11/02）
13/282 ‧‧‧於鞋底下安裝者
13/284 ‧‧‧有固定的或可分離的秤鉈
13/286 ‧‧‧有儲存拋光材料之容器者，
如拋光紙
13/29 ‧‧‧有活動的或可分開的拋光或
擦光布者
13/294 ‧‧‧有翻轉頭者，一頭用以配給
拋光材料，另一頭用以拋光
13/30 ‧‧‧有配給蠟或油料裝置之拋光
與打蠟或上油之器械

13/12 ‧‧有若干種不同處理裝置之工具
[3]
13/14 ‧‧經組合之擠壓或擰絞裝置

13/31 ‧‧‧‧有可動的或可分離的拋光

13/142 ‧‧‧有扭轉擠壓或擰絞作用者

13/312 ‧‧‧‧‧能供給液態蠟或油者

13/144 ‧‧‧有擠壓滾筒者

13/314 ‧‧‧‧有翻轉頭者，一頭用以配

或擦光布者

13/146 ‧‧‧有軸向旋轉擠壓板者

給蠟或油，另一頭用以

13/16 ‧‧布；墊；海綿（刮具之金屬海

擦光

綿見 13/07）
13/17 ‧ ‧ ‧ 含 有 清 潔 劑 者 （ 13/19 優
先）

13/316 ‧‧‧‧‧能供給液態蠟或油者
13/32 ‧‧‧有加熱裝置之蠟配給器
13/34 ‧‧爐子或金屬製品之洗淨器

13/18 ‧‧‧手套；類似手套之布

13/36 ‧‧地毯拍打器

13/19 ‧‧‧‧含有清潔劑者

13/38 ‧‧其他除塵工具

13/20 ‧‧拖把

13/40 ‧‧由靜電吸引力驅動之清掃工具

13/22 ‧‧‧有液體供給裝置者

；類似的清掃裝置；磁力清

13/23 ‧‧‧‧能與水管相連者

掃器械

13/24 ‧‧‧拖把之框架；拖把頭（手柄

13/41 ‧‧‧磁力清掃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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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零件

15/23 ‧‧‧‧借助於噴射而活動者

13/44 ‧‧‧將洗滌布固定至刷上或類似

15/24 ‧用傳送機運動的陶器籃筐

之工具上
13/46 ‧‧‧用夾持或夾鉗等裝置將洗滌

15/26 ‧用其他方法使陶器籃筐運動者
15/28 ‧‧僅能上下運動者

或拋光布或海綿固定於手

15/30 ‧‧僅能旋轉者

柄上

15/32 ‧‧‧借助於噴射水而旋轉者

13/48 ‧‧‧防護裝置，如緩衝器或擋板

15/33 ‧‧‧浸泡於清洗液中之活動籃筐

13/50 ‧‧輔助器械（刷子等清掃裝置見

15/34 ‧‧升降運動與旋轉運動相結合者

A46B17/06）
13/502 ‧‧‧附有抹布或拖把之攪拌器；
及其緩衝器

15/36 ‧‧利用沿邊向運動者
15/37 ‧由刷子清洗陶器者 [3]
15/39 ‧‧於活動支撐物上有刷子者 [3]

13/51 ‧‧‧清掃工具之儲存，如其容器

15/42 ‧零件

13/512 ‧‧‧‧懸掛工具之夾持裝置

15/44 ‧‧加清洗劑之裝置

13/52 ‧‧‧灰塵盤；碎屑盤

15/46 ‧‧清洗不同空間部位之自動控制

13/54 ‧‧‧拍打地毯之架

裝置

13/56 ‧‧‧蠟或油之供給裝置

15/48 ‧‧乾燥裝置

13/58 ‧‧‧與水桶組合之洗滌墊、拖把

15/50 ‧‧吊架

等用之擰絞器
13/59 ‧‧‧‧有活動擠壓部件者
13/60 ‧‧‧‧有擠壓滾筒者
13/62 ‧‧‧有輪子之跪用支撐物（可縛
繫於膝蓋上之跪墊見 A41D
13/06）

家庭用品等之清掃或拋光

17/00 用手工洗滌或清洗陶器、餐
具、烹調用具等物之器具或設
備（產生泡沫之裝置見
A47K5/14）
17/02 ‧盆（洗盤桌見 A47B33/00；洗臉
盆見 A47K1/04；同污水管相連
的盆見 E03C1/12）
17/04 ‧鍋或罐之清洗器具

15/00 陶器或餐具之洗滌機與沖洗機

17/06 ‧‧刮具

15/02 ‧於有固定籃筐之清洗室中有循環

17/08 ‧‧墊；剛毛球，金屬絲球或塑料

流動與攪拌之清洗液者

網球

15/04 ‧‧往復運動之清洗室

17/10 ‧陶器之夾具

15/06 ‧‧於清洗室中使用之推進器

19/00 陶器或餐具之乾燥裝置，如擦

15/08 ‧‧用泵施加壓力作用者
15/10 ‧‧將壓縮空氣或其他氣體引入液
體者
15/12 ‧‧用沸騰效應者

茶具之抹布
19/02 ‧滴乾板
19/04 ‧陶器籃筐；滴乾架

15/13 ‧‧用聲波或超聲波者 [5]

21/00 餐具，如刀、叉、匙之拋光

15/14 ‧在清洗室中有固定陶器籃筐與噴

21/02 ‧機械

射裝置者

21/04 ‧手工機械

15/16 ‧‧有固定安裝之噴射裝置者

21/06 ‧拋光時用之支架

15/18 ‧‧有活動安裝之噴射裝置者

23/00 靴鞋之清掃

15/20 ‧‧‧搖動式噴射裝置者
15/22 ‧‧‧旋轉式噴射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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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 ‧附或不附擦鞋裝置之機械
23/04 ‧附或不附擦鞋裝置之手工器械

A47L

（附或不附容器之普通刷子見

灰塵之裝置或器械（固定的擦刮

A46B 11/00）

用具，如去鞋泥之刮具見 E04F

23/05 ‧‧鞋油塗敷器
23/06 ‧‧電動者

19/10）
23/24 ‧‧剛性的擦刮用具；清掃鞋跟用

23/08 ‧‧清掃靴鞋與重新上色之專用手

之刮具或踏板（一般地板織

工工具，如粉撲
23/10 ‧‧布或可折疊的清淨墊料；類似
手套之清潔布（類似手套之
洗滌布見 A47K7/02）
23/12 ‧‧清掃小山羊皮之裝置
23/14 ‧‧擦鞋時為防止損壞鞋面使用之
工具
23/16 ‧擦鞋架；有擦布導向裝置之腳架
23/17 ‧‧有擦布導向裝置之腳架
23/18 ‧於清淨或擦亮時用之夾持鞋靴之
裝置（鞋刮見 A43D3/00）
；有伸
展作用之夾持裝置
23/20 ‧乾燥鞋之裝置或器具，亦有附加

物見 A47G27/02）
23/26 ‧‧與刷具組合之蓆墊或擦刮用具
23/28 ‧靴鞋清掃裝置之容器

25/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清掃
裝置（清洗眼鏡用者見
G02C13/00）
25/02 ‧清洗鈕扣、扣環或軍用標誌者
25/04 ‧清洗門把手者
25/06 ‧清掃手柄、門把手等物時用之檔
板
25/08 ‧清掃衣服用之墊等
25/12 ‧清掃燈罩用之裝置或器械

熱設備者（鞋櫃見 A47B61/04）
23/22 ‧安放於地板上除去鞋靴上泥土、

A-143

A61B

次部：保健；救生；娛樂
A61

醫學或獸醫學；衛生學

A61B 診斷；外科；鑑定（分析生物材料見 G01N，例如 G01N33/48）
附註
本次類包括診斷、外科與人體鑑別用之儀器、器械與方法，包括產科、切
割雞眼器械、接種疫苗器械、手指壓紋、心理－生理試驗。

次類索引
醫學方法（非外科的）... 1/00，5/00，17/00

醫學檢查者......................................1/00，3/00

心理－生理試驗儀器............................... 5/00

用於口腔檢查與醫護之器具 ........1/00，13/00

醫療器械
用於聽診及診斷者...................... 5/00 至 10/00

外科器械、裝置或方法............ 17/00；18/00
用於外科或診斷之輔助器具................. 19/00

用於人體之腔或管與眼睛之

1/045 ‧‧其控制 [6]

診斷；心理—參數測試
1/00

1/05

‧‧以攝像感測元件為特徵，例如
照相機，其為位於末端之部

用目視或照像檢查人體之腔或

分 [6]

管之儀器，例如內視鏡（用超音

1/055 ‧‧具有棒狀透鏡裝置 [6]

波、音波或亞音波檢查體腔或體內

1/06

‧附照明之裝置

管道之系統見 8/12；用於細胞取樣

1/07

‧利用光導元件，例如光纖 [6]

或活組織切片檢查的內視鏡見

1/12

‧附冷卻或沖洗之裝置（1/015 優

10/04；外科用途的見 17/00；內視

先）[6]

鏡外科手術器械見 A61B 17/94；

1/227 ‧耳用，即耳鏡 [6]

採用沿著或穿過一個柔性管道傳送

1/233 ‧鼻用，即鼻鏡 [6]

的雷射外科之儀器見 18/22）
；其

1/24

‧口腔用，即口腔鏡，例如附壓舌

所用之照明裝置（眼之照明裝置

板之口腔鏡（壓舌板本身見

見 3/00）[4,8]

13/00）
；用於張開口腔或保持口

1/002 ‧硬管內視鏡（1/055 優先）[6]

腔張開之器具（與唾液清除器結

1/005 ‧撓曲型內視鏡 [6]

合者見 A61C17/10）[5]

1/008 ‧‧連接 [6]
1/01

‧‧其引導裝置 [6]

1/247 ‧‧附用於探視直線視覺外區域之
裝置，例如牙科反射鏡 [6]

1/012 ‧以內部的通道或其附件為特徵
[6]
1/015 ‧‧控制液體供應的或排清 [6]

1/253 ‧‧‧附用於防霧裝置 [6]

1/018 ‧‧用於接收之儀器 [6]

1/273 ‧用於上消化道，例如食道鏡、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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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照像或電視設備相結合 [2]

1/267 ‧用於呼吸道用，例如喉鏡、支氣
管鏡 [6]
鏡 [6]

A61B

1/303 ‧陰道用，即陰道鏡 [6]

3/113 ‧‧用於確定或記錄眼運動者 [5]

1/307 ‧泌尿器官用，例如尿道鏡、膀胱

3/117 ‧‧用於檢查前房或前房角者，例

鏡 [6]
1/31

‧直腸用，例如直腸鏡、乙狀結腸

如前房角鏡 [5]
3/12

鏡 [6]
1/313 ‧用於引入外科手術開口用，例如
腹腔鏡 [6]
1/317 ‧‧骨或關節用者，例如骨（腔）
鏡、關節鏡 [6]
1/32

‧張開或擴大視野之器械，例如張

（3/13 優先）[5]
3/125 ‧‧‧具有接觸鏡者 [5]
3/13

3/00

3/14

‧‧專門適用於眼睛攝影的裝置[5]

3/15

‧‧‧具用於對準、調節間距或阻
擋雜散反射之裝置者 [5]

3/16
3/18

‧主觀型者，即要求病人主動配合

‧多個眼測試裝置或多個眼檢查裝
置 [5,2006.01]

檢查眼睛見 8/10）[1,4,5,2006.01]
3/02

‧‧用於測量眼內壓者，例如眼壓
計 [5]

測試眼睛之設備；檢查眼睛之
儀器（用超音波、音波或亞音波

‧‧眼科用顯微鏡 [5]

3/135 ‧‧‧裂隙燈顯微鏡 [5]

開或擴大視野人體管道的器械
（擴張器見 A61M29/00）

‧‧用於檢查眼底者，例如眼底鏡

5/00

用於診斷目的之測量（放射診斷
見 6/00；超音波、音波或亞音波診

之測試裝置 [1,5,2006.01]

斷見 8/00）
；人之辨識

3/024 ‧‧用於確定視野者，例如視野計
型者 [5]
3/028 ‧‧用於測試視敏度；用於確定屈

附註

光度，例如綜合屈光檢查儀
[5,2006.01]
3/032 ‧‧‧用於顯示測試符號或標誌者

在本主目中，下列術語按指定
含義使用：[7]
－ 「測量」包括探測或紀錄 [7]

，例如投射式視力檢查儀
（3/036 優先）[5]
3/036 ‧‧‧用於測試散光者 [5,2006.01]
3/04
3/06

‧‧用於測試光敏度者，例如暗適

3/08

應；用於測試色視覺者
[1,2006.01]
‧‧用於測試雙目或立體視覺者，
例如斜視[1,2006.01]

3/10

‧‧用於測試眼調節能力者
[1,2006.01]
‧客觀型者，即不依賴於病人之感
覺或反應之檢驗眼睛的器械 [5]

3/103 ‧‧用於確定屈光度者，例如驗光
儀、視網膜鏡 [5]
3/107 ‧‧用於確定角膜形狀或測量角膜
曲率者 [5]
3/11

‧‧用於測量瞳距或瞳孔直徑 [5]

‧測量身體部位之溫度（臨床用溫
度計見 G01K5/22；適用於特殊

‧‧‧試驗架；與此同時使用之透
鏡裝置 [5]

3/09

5/01

目的之溫度計見 G01K13/00）[7]
5/02

‧測量脈搏、心率、血壓或血流；
綜合的脈搏／心率／血壓之測
定；其他非為用於測定心血管狀
況者，例如使用本次目技術與心
電圖術或電聽診器結合者；測量
血壓之心導管 [5]

5/0205 ‧‧同時測定心血管狀況與不同類
型之身體狀況者，例如心與
呼吸狀況 [5]
5/021 ‧‧測量心或血管壓力者（5/0205
優先）[5]
5/0215 ‧‧‧用插入體內者 [5]
5/022 ‧‧‧用施加壓力封閉血管者，例
如貼於皮膚上者；視網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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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血壓計 [5]
5/0225 ‧‧‧‧以電信號控制之壓力，例
如由 Korotkoff 音驅動者
[5]
5/023 ‧‧‧‧包含液體柱之壓力傳感器
[5]
5/0235 ‧‧‧‧特別適合於此之閥 [5]

5/0424 ‧‧‧‧針對電極故障之防護 [5]
5/0428 ‧‧‧專門適用於心電圖術之輸入
電路 [5]
5/0432 ‧‧‧專門適用於心電圖術之記錄
裝置 [5]
5/0436 ‧‧‧‧磁記錄裝置 [5]
5/044 ‧‧‧專門適用於心電圖術之顯示

5/024 ‧‧探測、測量或記錄脈率或心率
者（5/0205，5/021 優先）[5]
5/0245 ‧‧‧使用產生電信號之敏感裝置
者 [5]
5/025 ‧‧‧‧於咬合器內者，例如相應
於 Korotkoff 音 [5]
5/0255 ‧‧‧專門適用於此之記錄儀器[5]
5/026 ‧‧測量血流 [5]

裝置 [5]
5/0444 ‧‧‧胎兒心動圖術 [5]
5/0448 ‧‧‧‧專門適用於胎兒心動圖術
之電極，例如頭皮電極
[5]
5/0452 ‧‧‧探測心電圖周期之特殊參數
[5]
5/0456 ‧‧‧‧探測 R 波，例如用於同

5/0265 ‧‧‧使用電磁裝置者，例如電磁
血流計 [5]
5/027 ‧‧‧‧使用導管者 [5]
5/0275 ‧‧‧使用追蹤裝置者，例如染料
稀釋 [5]
5/028 ‧‧‧‧用熱稀釋者 [5]
5/0285 ‧‧‧測量或記錄血液波相速度者
[5]
5/029 ‧‧‧測量或記錄心臟之血液輸出
者，例如分鐘量 [5]
5/0295 ‧‧‧使用體積描記法，即以利用

5/03

5/046 ‧‧‧‧探測纖維性顫抖者 [5]
5/0464 ‧‧‧‧探測心動過速或心動過緩
[5,2006.01]
5/0468 ‧‧‧‧探測不規則的 ECG 間隔
[5]
5/0472 ‧‧‧‧探測不規則的 QRS 複合
波 [5]
5/0476 ‧‧腦電圖術 [5]
5/0478 ‧‧專門適用於腦電圖術之電極[5]
5/048 ‧‧‧探測信號之頻率分布 [5]

人體部份之血液循環的變

5/0482 ‧‧‧使用生物回饋者 [5]

化測量人體部分之於體積

5/0484 ‧‧‧使用誘導響應者 [5]

上的變化，例如阻抗體積

5/0488 ‧‧肌電圖術 [5]

描記法 [5]

5/0492 ‧‧‧專門適用於肌電圖術之電
極，例如針電極 [5]

‧探測、測量或記錄體內除血壓以
外之流體壓力，如腦壓 [4,8]

5/04

步診斷裝置 [5]

‧探測、測量或記錄人體或人體部

5/0496 ‧‧眼電圖，例如探測眼球顫震[5]
5/05

或記錄（5/02，5/04，5/11 優

分之生物電信號

先）[5]

5/0402 ‧‧心電圖術，即 ECG [5]
5/0404 ‧‧‧手夾持裝置 [5]

5/053 ‧‧測量身體某部位之電阻抗或導
電率 [7]

5/0408 ‧‧‧專門適用於心電圖術之電極
（用於胎兒心動圖者見

5/055 ‧‧包含電磁共振(EMR)或核磁共

5/0448；用於腦電圖信號者
見 5/0478；用於肌電圖者
見 5/0492）[5]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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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NMR)者，例如磁共振成象
[5]
‧不用放射線來測定或定位異物之
儀器（排除異物者見 17/50）

5/0416 ‧‧‧‧用搭扣固定連接者 [5]
5/042 ‧‧‧‧用於引入人體者 [5]

‧用電流或磁場診斷之探測、測量

5/07

‧體腔內無線電探測儀

A61B

5/08

‧檢查呼吸器官之探測、測量或記
錄裝置（5/0205 優先）

放射性檢測或定位見 5/06）[7]
5/1455 ‧‧用光學傳感器，如分光光度血

5/083 ‧‧用呼吸試驗測量新陳代謝率，
例如測量氧消耗率 [5]
5/085 ‧‧測量呼吸器官阻抗或肺彈性[5]
5/087 ‧‧測量呼吸流量 [5]
5/09

‧‧‧用呼吸氣流轉動元件者 [5]

氧計 [8]
5/1459 ‧‧‧侵入式，如用導管引入體內
[8]
5/1464 ‧‧‧專門適用於胎兒組織的 [8]
5/1468 ‧‧用化學或電化學方法，如用極
譜裝置 [8]

5/091 ‧‧測量吸入或呼出氣體之體積，
例如肺活量 [5]

5/1473 ‧‧‧侵入式，如用導管引入體內
的 [8]

5/093 ‧‧‧呼入可膨脹的腔室或從可膨
脹的腔室吸取之呼吸，例

5/1477 ‧‧‧非侵入式 [8]

如風箱或可膨脹的袋 [5]

5/1482 ‧‧‧專門適用於胎兒組織的 [8]

5/095 ‧‧‧‧剛性容器內，例如用液面
形成邊界者 [5]
5/097 ‧‧促進呼吸收集或將呼吸引入或
利用測量裝置之裝置 [5]
5/103 ‧用於診斷目的之測量人體或人體

5/1486 ‧‧用酶電極，如用固定化氧化酶
[8]
5/1491 ‧‧加熱的塗藥器 [8]
5/1495 ‧‧體內校準或測試探針[2006.01]
5/15

A61M5/178）[7,8]

部分之形狀、模式、尺寸或運動
之探測、測量或記錄裝置（5/08

5/151 ‧‧專門適用於毛細管血液的取
樣，如用注射器 [8]

優先，專門適用於牙科之儀器見
A61C19/04）[5]

5/153 ‧‧專門適用於靜脈或動脈血的取
樣，如以預定的時間間隔 [8]

5/107 ‧‧測量身體之尺寸，例如整個人
體或部份人體尺寸 [5]
5/11

‧‧測量整個人體或部分人體之運

5/154 ‧‧‧使用真空採血之方法 [8]
5/155 ‧‧用於連續地或多次地取樣，例
如在預定的時間間隔 [7]

動，例如頭或手之震顫、肢體
之活動（為測量脈搏見 5/02）
[5]
5/113 ‧‧‧呼吸時發生者 [5]

5/157 ‧‧以測量血液特性綜合裝置為特
徵者 [8]
5/16

試反應之時間[1,2006.01]

或裝置，例如指紋，見
或說話之識別見 G10L17/00）
[5,2016.01]
5/1171 ‧‧基於其主體或部分之形狀或外
觀[2016.01]
5/1172 ‧‧‧使用指紋[2016.01]

5/18

‧‧適用於車輛駕駛員者

5/20

‧測量泌尿功能者 [4]

5/22

‧測量力；測量肌肉強度或肌肉爆
發力 [4]

6/00

核醫療學方面之測量輻射強度之儀

5/1178 ‧‧‧使用牙齒資料[2016.01]

器 ， 如 於 體 內 計 數 者 見 G01T

‧測聽器

1/161；用於 X 光攝影之設備見

5/145 ‧測量體內血液特性，如血液內的
氣體濃度、血液 pH 值（血壓之
測量見 5/02；血液中異物之非

用於放射診斷之儀器，例如與
放射治療設備相結合者（應用於

5/1174 ‧‧‧使用足跡[2016.01]
5/12

‧心理術裝置（使用教學或教育的
設備見 G09B 1/00 至 7/00）；測

5/117 ‧人之鑑別（用於識別圖案之方法
G06K9/00；藉由分析人的聲音

‧血液取樣裝置（皮下注射器見

G03B42/02）[1,8]
6/02

‧依次於不同平面中診斷之儀器；
立體放射診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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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

‧‧用電子計算機處理之層析 X

附註

射線攝影機（回波層析 X 射

附有拭子者轉入 A61F13/15 [5]

線攝影法見 8/14）[4]
6/04

‧病人之定位；可傾斜床或其類似

10/02 ‧細胞取樣或活組織切片檢查的儀
器（血液取樣的裝置見 5/15）[8]

物（手術台見 A61G13/00；手術
椅見 A61G15/00）
6/06

‧光闌

6/08

‧將放射射線束引導至特定點上之
輔助裝置，例如利用光束

6/10

‧安全裝置之應用或配合

6/12

‧檢測或定位異物之裝置（6/02 優
先）

6/14

‧應用或適合於牙科者

7/00

聽診儀器

7/02

‧聽診器

7/04

‧‧電聽診器（其微音器、變送器
見 H04R）

10/04 ‧‧內視鏡儀器 [8]
10/06 ‧‧活組織切除鉗 [8]

13/00 壓舌器械（與照明及觀察設備相
結合者見 1/24；與唾液清除器結合
者見 A61C17/10）[5]

16/00 專門適合於活體解剖或屍體剖
檢用之器械（用於醫療目的類似
器械見此類器械之有關目）

外科
17/00 外科儀器、設備或方法，例如

用超音波、音波或亞音波之診

止血帶（18/00 優先，避孕裝置、

斷[4]

子宮托或其附件見 A61F6/00；眼

8/02

‧測量脈搏或心率 [4]

科見 A61F9/007；耳科見

8/04

‧測量血壓 [4]

A61F11/00）[3,7]

8/06

‧測量血流量 [4]

8/08

‧檢測組織之位移或變化，如腫

8/00

瘤、胞囊、隆起（8/02 至 8/06

如果重點在於外科器械的內視

優先）[4]

鏡特徵，則亦應分入 17/94 [8]

8/10

‧眼之檢查 [4]

8/12

‧於人體體腔或管道系統中者，例
如利用導管者（導管本身見
A61M25/00）[4]

8/13

附註

‧斷層攝影法（8/10，8/12 優先；
射線診斷之層析Ｘ線攝影法見
6/02）[5]

8/14

‧‧回波斷層攝影 [4]

8/15

‧‧透射斷層攝影 [5]

9/00

聽診器械；聽診板

10/00 用於診斷之其他方法或儀器，
例如用於接種診斷；性別確
定；排卵期之測定；敲擊喉頭
之工具 [4, 8]

17/02 ‧保持傷口張開之器械；牽引器
17/03 ‧閉合傷口或保持傷口閉
合之裝置，例如外科固定釘；與
其一起使用之附件 [6]
17/04 ‧‧縫合傷口用之器械；針之持針
器或縫合材料之包裝 [3]
17/06 ‧‧‧針；持針器、針或縫合材料
之包裝（穿剌針見 17/34；
皮下注射針見 A61M5/32）
[3]
17/062 ‧‧‧針頭操縱器 [6]
17/064 ‧‧外科固定釘 [5]
17/068 ‧‧外科吻合器（實行吻合者見
17/115）[5]
17/072 ‧‧‧用單一動作施加一排固定釘
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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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6 ‧‧拆下外科固定釘之裝置 [5]

17/285 ‧‧與切割工具結合者 [8]

17/08 ‧‧傷口夾子

17/29 ‧‧微型侵入式外科中使用的手術

17/10 ‧‧施加或除去傷口夾子之器械；

鉗 [8]

傷口夾盒子 17/11 ‧‧吻合

17/295 ‧‧‧與切割工具結合者 [8]

術用之器械；吻合用之鈕狀

17/30 ‧手術小鉗子（傷口夾子見

器械
17/115 ‧‧‧吻合器 [5]

17/08）
17/32 ‧手術切割器械（用於結紥和切割

17/12 ‧用於結紮或壓迫體內管狀部位的
器械，例如血管或臍帶

的器具見 17/125, 17/138）[3, 8]
17/3201 ‧‧剪刀（用於活組織切片檢

17/122 ‧‧夾子或夾片 [6]

查者見 10/02） [8]

17/125 ‧‧‧與切割器具結合 [6]

17/3203 ‧‧液體噴射切割器械 [8]

17/128 ‧‧施加或拆除夾子或夾片 [6]

17/3205 ‧‧切除器械 [8]

17/132 ‧‧止血帶 [6]

17/3207 ‧‧‧粥樣斑塊環切

17/135 ‧‧‧可充氣的 [6]
17/138 ‧‧與切割器具結合（17/125 優
先）[6]

（Atherectomy）裝置 [8]
17/3209 ‧‧切割器械 [8]
17/3211

‧‧‧手術刀或解剖刀；其附

17/14 ‧外科鋸（牙鋸見 A61C3/12）

件[8]

17/15 ‧‧外科鋸的導引器 [6]

17/3213 ‧‧‧‧有可拆卸的刀片 [8]

17/16 ‧碎骨器；骨鑽或骨鑿；環鑽

17/3215 ‧‧‧‧包裝或配送器，如用

17/17 ‧‧骨鑽之導引器 [6]
17/20 ‧接種或接種前清潔皮膚用之器械

於解剖刀片的 [8]
17/3217 ‧‧‧‧移去或收集用過的解

（注射用之器具見 A61M
3/00，5/00）
17/22 ‧壓擠體內器官上的潰瘍或類似物

剖刀片的裝置 [8]
17/322 ‧‧皮膚移植器械 [2]
17/326 ‧‧包皮環切割器械

的器械；用於刮除體內器官腔之

17/34 ‧套管針；穿刺針 [2]

器具，例如骨骼的空腔裝置；利

17/42 ‧婦產科器械或方法

用機械掁動侵入性去除或破壞結

17/425 ‧‧用於生殖或受精 [5]

石的；其他類次不包含的用於去

17/43 ‧‧‧用於人工授精 [5]

除血管內梗阻者[6, 8]

17/435 ‧‧‧用於胚胎移植術 [5]

17/221 ‧‧環或簍狀的抓握結石之設備
[8]
17/225 ‧體外震波碎石法（ESWL），例
如利用超音波 [6]
17/24 ‧用於口腔、咽喉、支氣管通道或

17/44 ‧‧產鉗
17/46 ‧‧胚胎切割器 17/48 ‧‧接生
包
17/50 ‧除小鉗子或牙籤外從人體去除異
物之器械

鼻腔之手術器械（體內腔或管之

17/52 ‧‧磁鐵

醫學檢查用器械見 1/00）
；刮舌

17/54 ‧手腳病醫生用器械

器

17/56 ‧治療骨或關節之外科裝置或方

17/26 ‧‧附或不附止血裝置之扁桃體切
除器
17/28 ‧手術鉗子手術鉗子（活組織切片
檢 查 用 鉗 見 10/06 ； 產 科 鉗 見
17/44）[1, 8]

法；其專用設備 [4]
17/58 ‧‧用於接骨的器具或設備，例如
接骨板、接骨螺釘或類似物
（17/14，17/16 優先）[4,6]
17/60 ‧‧‧用於外部接骨者，例如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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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脫離器或收縮器 [4]
17/62 ‧‧‧‧環式牽引架，即圍繞待定
位骨伸展的器械（17/66
優先）[6]
17/64 ‧‧‧‧在待定位骨旁伸展的器械
（17/66 優先）[6]

方式，例如高頻電流 [7]
18/14 ‧‧‧其探針或電極 [7]
18/16 ‧‧‧‧其用於接地之中性或無源
電極 [7]
18/18 ‧採用電磁輻射者，例如微波（放
射療法見 A61N5/00）[7]

17/66 ‧‧‧‧加壓或內脫位裝置 [6]

18/20 ‧‧採用雷射 [7]

17/68 ‧‧‧內部固定器 [6]

18/22 ‧‧‧沿著或穿過一柔性管道將波

17/70 ‧‧‧‧脊柱定位器或穩定器 [6]

束引入者，例如光纖；其

17/72 ‧‧‧‧用於髓內之裝置 [6]

手持件 [7]

17/74 ‧‧‧‧用於股骨頭的裝置 [6]
17/76 ‧‧‧‧‧以螺釘固定者 [6]
17/78 ‧‧‧‧‧以釘、銷或類似固定者
[6]
17/80 ‧‧‧‧皮質骨板 [6]
17/82 ‧‧‧‧用於骨環扎術 [6]
17/84 ‧‧‧‧其緊固件 [6]
17/86 ‧‧‧‧‧銷釘或螺釘 [6]
17/88 ‧‧‧用於植入或取出內固定器之
方法或裝置 [6]
17/90 ‧‧‧‧其引導器 [6]
17/92 ‧‧‧‧打入器或取出器，例如用
於取出髓內之裝置 [6]
17/94 ‧內視鏡手術器械（細胞取樣或活
組織切片檢查用內視鏡器械見
10/04）[8]

18/24 ‧‧‧‧附有導管者（18/26，
18/28 優先）[7]
18/26 ‧‧‧‧用於產生震動波者，例如
雷射碎石術 [7]
18/28 ‧‧‧‧用於將熱探針或熱吸收體
予以加熱者 [7]

19/00 (轉見 A61B34/00，90/00)
19/02 (轉見 A61B50/00)
19/04 (轉見 A61B42/00)
19/08 (轉見 A61B46/00)
19/10 (轉見 A61B46/23)
19/12 (轉見 A61B46/27)

34/00 計算機輔助手術；特別適合用
在手術之操縱器或機器人
[2016.01]
34/10 ‧外科手術操作的計算機輔助規劃

18/00 向人體或從人體傳遞非機械形
式之能量的外科器械、裝置或

34/20 ‧外科手術引導系統；用於追踪或

方法（眼科見 A61F9/007；耳科見

引導手術器械之裝置，例如無框

A61F11/00）[7]

立體定向[2016.01]

18/02 ‧採用冷卻方式，例如致冷技術

34/30 ‧外科手術機器人[2016.01]

（用於在細胞壽命期限內冷卻人

34/32 ‧‧自主運作[2016.01]

體特定回流部位之裝置見 A61H

34/35 ‧‧用於遠距離手術[2016.01]

39/06）[7]

34/37 ‧‧主從機器人（A61B34/35 優

18/04 ‧採用加熱方式（使用電磁輻射者
見 18/18；在細胞存活極限內加
熱人體特定反射點之器具見
A61H39/06）[7]
18/06 ‧‧藉由化學反應產生者 [7]
18/08 ‧‧採用電加熱探針 [7]
18/10 ‧‧‧其電源 [7]
18/12 ‧‧採用使電流通過待加熱組織之
A-150

模擬或建模[2016.01]

先）[2016.01]

42/00 外科手套；特別適合手術之指
套；用於其處理或治療之設備
[2016.01]
42/10 ‧外科手套[2016.01]
42/20 ‧特別適合手術之指套[2016.01]
42/30 ‧用於檢測穿孔，洩漏或裂縫之裝

A61B

置[2016.01]
42/40 ‧包裝盒或分配器[2016.01]
42/50 ‧用於戴上或卸下之設備[2016.01]
42/60 ‧用於清潔，洗滌，乾燥或粉碎之
裝置[2016.01]

46/00 手術帷幕[2016.01]
46/10 ‧特別適用於儀器[2016.01]
46/13 ‧‧進入病人體內之帷幕[2016.01]
46/17 ‧‧‧在遠端封閉[2016.01]
46/20 ‧特別適用於患者[2016.01]
46/23 ‧‧具有保留或持有手術器之裝置
[2016.01]
46/27 ‧‧管件，例如用於手臂或腿部
（A61B46/13 優先）[2016.01]

50/00 專門適用於外科手術或診斷設

A61B42/40）[2016.01]
50/31 ‧‧攜帶病例或袋，如醫生袋
[2016.01]
50/33 ‧‧托架[2016.01]
50/34 ‧‧籃子[2016.01]
50/36 ‧‧收集或處理用過的物品
[2016.01]
50/37 ‧‧‧吸收性物品，例如繃帶，衣
物，棉籤或毛巾[2016.01]
50/39 ‧‧‧含有抗菌，抗病毒或消毒劑
之容器[2016.01]

90/00 不包含在 A61B1/00-50/00 之中
的專門適用於外科手術或診斷
之儀器，器具或配件，例如用
於脫臼處理或保護傷口邊緣

備或儀器之容器，蓋子， 設備

（防護面罩見 A41D13/11；外

或夾持器，例如無菌罩（專門

科醫生或病人的長袍或服裝見

適用於儀器之帷幕見

A41D13/12；用於帶走，用於治

A61B46/10）[2016.01]

療，或用於攜帶超過，體液之

50/10 ‧專門適用於外科手術或診斷設備
或儀器之設備[2016.01]
50/13 ‧‧手推車[2016.01]
50/15 ‧‧梅歐架(Mayo stands)；台
[2016.01]
50/18 ‧‧櫥櫃；其抽屜 [2016.01]
50/20 ‧專門適用於外科手術或診斷設備
或儀器之支持器（具有裝置以維
持外科器械之帷幕見

裝置見 A61M1/00）[2016.01]
90/10 ‧用於立體定向手術，例如基於立
體定向的框架[2016.01]
90/11 ‧‧具有用於針或器械之引導，例
如弧形的滑片或球形接頭
[2016.01]
90/13 ‧‧‧通過光引導，例如雷射指示
器[2016.01]
90/14 ‧‧用於身體部位之固定器，例如

A61B46/23；用於導管

頭骨夾；固定器的構造零部

A61M25/02）[2016.01]

件，例如針[2016.01]

50/22 ‧‧支架[2016.01]

90/16 ‧‧‧咬合塊[2016.01]

50/24 ‧‧架（梅歐架見 A61B50/15）
[2016.01]
50/26 ‧‧‧立於地板[2016.01]

90/17 ‧‧‧用於軟組織，例如乳房保持

50/28 ‧‧‧吊在天花板[2016.01]
50/30 ‧特別適用於手術或診斷設備或儀

裝置[2016.01]
90/18 ‧‧‧固定板，例如，固定化口罩
[2016.01]
90/20 ‧以非光學方面為特徵之手術顯微

器的包裝，保護，分配，收集或

鏡[2016.01]

棄 置 之 容 器 （ 傷 口 夾 見

90/25 ‧‧為此支撐[2016.01]

A61B17/10 ； 結 紮 夾 見

90/30 ‧用於照亮手術區域之裝置，該裝

A61B17/122 ；用於 手術手 套或

置與其它外科裝置或與外科手術

指 套 之 包 裝 或 分 配 見

相互關聯 [2016.01]
90/35 ‧‧為此支撐[2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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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0 ‧特別適於提供無菌手術環境之固
定或接近患者之設備[2016.01]

[2016.01]
90/80 ‧用於清潔或洗滌外科醫生或患者
的皮膚之器材[2016.01]

90/50 ‧用於手術器械之支撐，例如關節
臂[2016.01]

90/90 ‧用於患者或儀器之視別裝置，例
如標籤[2016.01]

90/53 ‧‧連接到外科醫生的身體，例如
由皮帶[2016.01]
90/57 ‧‧附件夾具[2016.01]
90/60 ‧用於外科醫生之支撐，例如椅子
或手支撐（牙醫或醫生之座椅與
牙科椅或操作椅相關聯見
A61G15/00）[2016.01]

90/92 ‧‧具有顏色之編碼[2016.01]
90/94 ‧‧具有符號之編碼，例如文字
[2016.01]
90/96 ‧‧‧使用條碼[2016.01]
90/98 ‧‧使用電磁裝置，如應答器
[2016.01]

90/70 ‧特別適用於外科器械清洗裝置

A61C 牙科；口腔或牙齒衛生之設備或方法（無動力之牙刷見 A46B；牙科製
品見 A61K6/00；清潔牙齒 或口腔之配製品見 A61K 8/00 ，A61Q 11/00）

次類索引
牙外科 ......................................... 1/00 至 8/00

牙齒或口腔之清潔器具............ 15/00，17/00

牙修補術；假牙........................ 9/00 至 13/00

牙科輔助用具 ........................................ 19/00

3/02

牙外科

‧牙鑽或切割機械，類似噴砂機作
用之機械

3/025 ‧‧類似噴吵機作用之器械，例如

1/00

牙科鑽孔或切割機械

1/02

‧以牙科工具之驅動為特徵者

1/04

‧‧腳踏傳動或手動傳動者

3/03

用於清潔、磨光或切割牙齒
[5]
‧‧振動運轉之器械

1/05

‧‧滑輪傳動者

3/04

‧按使用次序夾持牙鑽之支架

1/06

‧‧電傳動者

3/06

‧磨牙盤或磨光盤；此等之夾持器

1/07

‧‧震動傳動者，例如超音波傳動

3/08

‧牙填補器或牙槌

3/10

‧牙科小鑷子或類似物

者
1/08

‧專門適用於牙科之機械部件

3/12

‧牙鋸

1/10

‧‧直機頭

3/14

‧用於拔牙之牙醫鉗子或類似物

1/12

‧‧角機頭

3/16

‧去除牙冠之牙醫鉗

1/14

‧‧刀具夾

1/16

‧‧機頭或彎角頭之防護罩

5/00

填補或牙齒加保護層

1/18

‧‧軟軸；離合器或類似物

5/02

(轉見 5/40- 5/48)

5/04

(轉見 5/50- 5/55)

3/00

牙科工具或器械（植牙工具見

5/06

(轉見 5/60- 5/68)

8/00；緊固假牙用之工具見

5/08

(轉見 5/30、5/70)

13/12；目視檢查裝置，如牙科

5/09

(轉見 5/73)

鏡，見 A61B 1/24）

5/10

(轉見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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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轉見 5/30-5/35)

5/12

(轉見 5/80-5/88)

5/14

(轉見 5/82、5/90)

5/20

‧修復磨損性損傷，例如：刻面
[2017.01]
‧嵌體、冠蓋體或牙冠[2017.01]

5/30
5/35
5/40

‧‧釘；安裝用具或其分配器
[2017.01]
‧用於牙根或牙齒神經的外科手術
治療器械；神經針；牙根藥物治

5/42
5/44

‧‧橡皮障；支撐器或其夾具

5/85

[2017.01]
‧‧補牙隔離片，例如：基板隔離
片；及其操作工具[2017.01]

5/88

‧‧木質楔[2017.01]

5/90

‧治療期間使用口腔保護器，
如嘴唇或口腔的遮護器
（5/82 優先）[2017.01]

7/00

的牙之位置，例如用矯直、弄

‧‧根管挫針；握柄或其導向裝置
[2017.01]
‧‧控制根管工作深度的裝置，例

平、調整、分離或以糾正錯誤

箱格洞；停止定位器或具可調
節安裝手柄的挫針[2017.01]
‧‧神經拔除器，例如：針；移除

咬合

7/04

‧用於操作或使用正牙用具之工具
[5]
‧‧鉗類者 [5]

7/06

‧外口腔強制傳送裝置，即於張力

7/02

之條件下外部磨削口腔或於口腔

牙髓根管治療斷裂器械的一種
裝置[2017.01]
5/48

‧‧牙髓治療期間防止斷裂損耗的
方式[2017.01]

5/50

‧牙根管充填的設備；其牙神經管

5/55

的藥物治療之方法或器械
[2017.01]
‧‧具有加熱裝置，例如：用於加
熱馬來膠[2017.01]

5/60

正牙學，即獲得或保護所要求

療的方法或治療器械[2017.01]

如：長度測量裝置的支撐點或

5/46

5/82

內放置元件之裝置 [5]
7/08

‧口型保持器 [5]

7/10

‧具有向外施加力之裝置，例如擴
張器 [5]

7/12

者；用於托架與弓絲之附件
（7/10 優先）[5]
7/14

(銀粉)擠壓機[2017.01]

‧‧托架（7/28 優先）；固定於牙
上之托架 [5]

‧專門適用於壓製、混合封蓋或充
填材料的裝置，例如：汞合金

‧托架；弓絲；托架與弓絲結合

7/16

‧‧‧專門適用於黏結到牙上 [5]

7/18

‧‧‧專門適用於固定到具有環之
牙；用於托架之環 [5]

7/20

‧‧弓絲（7/28 優先）[5]

5/64

‧‧塗佈器，如：注射器或槍
[2017.01]
‧‧‧多成分之組合物[2017.01]

7/22

‧‧‧張力調節裝置 [5]

5/66

‧‧填充物膠囊[2017.01]

7/24

‧‧‧弓絲密封標 [5]

5/68

‧‧在需修復的位置，立即施用混

7/26

‧‧‧弓絲接合 [5]

合牙科材料成分，例如：牙齒

7/28

‧‧固定弓絲到托架上 [5]

蛀洞[2017.01]

7/30

‧‧‧利用彈性裝置者（7/34 優

5/62

先）[5]

5/70

‧牙冠；及其製作[2017.01]

5/73

‧‧複合牙冠[2017.01]

7/32

‧‧‧使用連接絲者 [5]

5/77

‧‧製作牙冠的方法或裝置
[2017.01]
‧治療期間用以輔助固定牙齒，如

7/34

‧‧‧作用鎖銷者 [5]

7/36

‧作用在上下牙之間的裝置 [5]

8/00

裝至頷骨上用以壓實天然牙或

5/80

齒夾[2017.01]

將假牙裝於其上之器具；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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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植牙工具（於腔內緊固小楔
8/02

13/10 ‧將假牙固定於人造基座材料上，

牙見 13/30）[2]

例如固定至牙托顎或鄰接假牙上

‧用於刺通天然牙之器具 [4]

（13/093 優先；於口腔內緊固假
牙者見 13/225）

牙修補術；假牙 [3]

13/103 ‧‧以附加連接部分連接基座材料
者，例如球形突出物或棒狀

9/00

專適用於牙修補術之壓模方
法；其壓模杯[3]

11/00 咬合架；即用於顳一下頷骨關
節同時運動者；咬合型式與製
模
11/02 ‧以鉸鏈裝置的定位或鉸鏈型式為
特徵者 [5]
11/04 ‧‧彈性地偏移者 [5]
11/06 ‧具有切割引導者 [5]
11/08 ‧具有將牙殼體固定至牙托上之裝
置者 [5]

13/00 假牙；假牙之製造（牙冠見
5/70；植牙見 8/00）[4]
13/003 ‧無基座之假體，例如牙橋（於口
腔內固定假體見 13/225）
；無基

物 [6]
13/105 ‧‧‧有連接部分被嵌於基座材料
者 [6]
13/107 ‧暫時修復用之假牙；前庭罩 [4]
13/113 ‧標準型假牙，例如預製妥當的整
套牙齒 [4]
13/12 ‧緊固假牙之工具；假牙夾持器、
假牙夾或假牙架
13/14 ‧用於塑性假牙之固化裝置
13/15 ‧‧用光照作用之固化 [6]
13/16 ‧‧固化容器；其支托架
[1,2006.01]
13/18 ‧‧用於固化容器之壓制
[1,2006.01]
13/20 ‧用於焊接、鑄造、模壓或熔化之
方法或裝置 [4]

座假體之製造（假牙見 13/08）
[6]
13/007 ‧有基座之假體，例如顎或牙床；

13/225 ‧於口腔內緊固假牙(將牙冠固定

有基座假牙之製造 [6]

（13/263 優先）[4]

13/01 ‧‧基座 [4]
13/02 ‧‧‧用電鍍法製造者；表面處

13/23 ‧‧用黏性薄膜或黏合劑者
13/235 ‧‧用磁性緊固者（磁性植牙見
8/00）[4]

理；上琺琅；加香料；防

13/24 ‧‧由吸附緊固者

腐 [4]

13/25 ‧‧‧包含從吸附區域至舌腔的活

13/03 ‧‧‧有陶瓷層之金屬者 [6]

瓣或空氣狹道之導引 [6]

進吸附的裝置為特徵者見

13/263 ‧‧將假牙旋、扣或黏至天然牙上
[4]
13/265 ‧‧滑動式或搭鎖式連接 [4]

13/24）[6]

13/267 ‧‧扣式緊固 [4]

13/06 ‧‧‧用沖壓製造者 [4]
13/07 ‧‧用於基座的襯層或軌墊（以改

13/08 ‧假牙；假牙之製造
13/083 ‧‧瓷或陶瓷的假牙 [4]
13/087 ‧‧人造樹脂牙 [4]
13/09 ‧‧多層牙 [4]
13/093 ‧‧以有利於位置固定之形狀為特
徵者 [4]
13/097 ‧‧以咬合外形為特徵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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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牙齒上見 5/30) [4,2006.01] [4]

13/271 ‧‧自然牙之間的彈性連接或彈性
地連接到自然牙上者 [4]
13/273 ‧‧用轉動的或滑動的鎖緊裝置或
桿將假牙鎖定在殘留牙齒上
者（13/265，13/277 優先）
[4,6]
13/275 ‧‧於殘留牙齒間利用跨接桿或軌
之固定假牙者 [4]

A61C

13/277 ‧‧伸縮式固定者 [4]

17/10 ‧‧附有張口器、舌保護器、壓舌

13/28 ‧‧靠上下假牙間彈簧作用緊固者
13/30 ‧‧於口腔中緊固小楔牙；牙根銷
[4]
13/32 ‧‧壓力破碎器 [4]
13/34 ‧模型之製造或加工，例如初始
模、試用的托牙；定位鎖 [4]
13/36 ‧‧人造牙齒之定向或定位，例如
確定其精確的位置或高度 [6]
13/38

‧上述各目未包括的用於與假牙

板或檢查噴霧器者 [5]
17/12 ‧‧控制裝置，例如用於吸入 [5]
17/14 ‧接收唾液之牙科用具，具或不具
清洗裝置者，例如牙盤、痰盂
[5]
17/16 ‧動力驅動的清潔或磨光裝置 [5]
17/18 ‧‧牙刮器（17/20 優先）[5]
17/20 ‧‧使用超音波 [5]
17/22 ‧‧附有刷、緩衝器、杯或類似物

連接或其製造之器具（植牙器具

者（刷體本身，例如刷之主

見 8/00）[6]

目成見 A46B）[5]

清潔牙齒或清洗口腔之器具 [3,5,8]

17/24 ‧‧‧連續轉動者（17/40 優先）
[5]
17/26 ‧‧‧‧電動機驅動者 [5]

15/00 清潔齒間用之器具

17/28 ‧‧‧‧‧附清洗裝置者 [5]

15/02 ‧牙籤 [4]

17/30 ‧‧‧‧用液壓馬達者，例如水馬

15/04 ‧牙線；牙線盒 [4]

17/00 清潔、磨光、黏結或乾燥牙、
牙腔與假牙之裝置（類似於噴砂
機作用之器械見 3/025；用於磨光
之磨光盤或支持器見 3/06；用於齒
間清潔者見 15/00）
；唾液去除

器；用於接收唾液之牙科用具
[5]

達 [5]
17/32 ‧‧‧往復的或振動的 [5]
17/34 ‧‧‧‧用電動機驅動者 [5]
17/36 ‧‧‧‧附清洗裝置者 [5]
17/38 ‧‧‧‧用液壓馬達者，例如水馬
達 [5]
17/40 ‧‧‧沿軌道運動者，例如盤旋者
[5]

19/00 牙科輔助用具（牙科椅或其輔助

附註

器具，與椅子組合或不組合之工作

用類似用於自然牙之清潔的超
音波技術清潔假牙見本目，其
他超音波清潔假體見 B08B3/12
[5]
17/02 ‧清洗或氣流產生裝置，例如使用
液體噴射（與接收唾液結合者見

台見 A61G15/00）
19/02 ‧保護性包裝，例如器械箱子；包
裝
19/04 ‧專門適用於牙科之測量儀器（放
射性診斷見 A61B 6/14）
19/045 ‧‧用於記緣下頜骨運動者，例如
面部 [5]

17/14；與動力驅動的清潔裝置

19/05 ‧‧用於確定咬合者 [5]

或磨光裝置結合者見 17/16）[5]

19/055 ‧‧並聯裝置 [5]

17/022 ‧‧氣流產生裝置 [5]
17/024 ‧‧具有恆流液者 [4]
17/028 ‧‧具有間歇液流者 [4]
17/032 ‧‧用壓力自來水者 [4]
17/06 ‧唾液去除器及其附件 [5]

19/06 ‧治療處置用之器具（放射治療見
A61N5/00）
19/08 ‧‧與麻醉裝置相結合者（牙科皮
下注射器見 A61M5/00）
19/10 ‧供運送假牙或比較顏色用之支架

17/08 ‧‧吸入嘴 [5]
A-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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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D 獸醫用儀器、器械、工具或方法
附註
本次類僅包括專門用於動物之儀器、器械、工具或方法。

次類索引
外科或牙科處理............................ 1/00，5/00

用於繁殖或受精之器械或方法............. 19/00

動物之照護................................ 7/00 至 13/00
張開口腔用之限制性器械.......... 3/00，15/00

本次類的其他各主目中不包含的技術主

表明分娩時有困難之儀器..................... 17/00

題………………………………………..19/00

1/00

獸醫用外科器械

1/02

‧動物乳頭用之套針或套管；接種

19/00）[5]
7/04

‧用氣體或蒸汽麻醉動物之裝置；
吸入裝置

用具
1/04

‧修剪動物尾巴或耳朵之器械

9/00

獸醫用繃帶、糊劑、壓布

1/06

‧閹割器械

9/02

‧脫垂器械

1/08

‧獸醫產科器械或裝置（指示動物
分娩時有困難之裝置見 17/00）

1/10

‧碎胎器械

1/12

‧從動物咽喉、食管或胃中取出異
物之器械

1/14

‧動物胃之排氣器械

1/16

‧胃用磁石（1/12 優先）

3/00

為手術目的支撐或束縛動物之
器械 5/00 治療動物牙齒之器械

7/00

向動物體內或體上引入固體、
液體或氣體藥物或其他物質之

11/00 獸醫用洗滌器或蒸汽治療池
13/00 獸醫用溫度計支托器
15/00 開口器 17/00 指示動物分娩時
有困難之裝置
19/00 用於繁殖或受精之器械或方法
[5]
19/02 ‧用於人工受精者 [5]
19/04 ‧用於胚胎植入者 [5]

99/00 本次類各主目中不包括的技術
主題 [8]

器械或方法（用於繁殖或受精者

A61F 可植入血管內的濾器；假肢體；為人體管狀結構提供開口、或防止其
塌陷的裝置，如支架；矯形、護理或避孕裝置；熱敷；眼或耳之治療
或保護；繃帶、敷料或吸收墊；急救箱（假牙見 A61C）[6,2006.01]

次類索引
可植入血管內的濾器；

病弱者操縱的設備或器具....................... 4/00

假肢體或附件................................ 2/00，3/00

假肢矯形、護理、避孕用具........ 5/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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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敷、加熱或冷卻 .................................. 7/00

繃帶、敷料或吸收墊；

眼或耳之治療或防護，

急救箱 .......................... 13/00，15/00；17/00

用其他感覺的替代法 ................. 9/00，11/00

濾器；為管狀結構提供開口的裝

2/16

[4]
‧‧‧眼內晶體 [4]

置；假肢體；附件

2/18

‧‧耳內或鼻內之組成部分，例如
耳膜 [4]

2/00

可植入血管中之過濾器；假肢

2/20

‧‧喉；與喉相結合的氣管或用於

體，即用於人體各部分的人造

喉之氣管（氣管、支氣管本

代用品或取代物；用於假肢體

身見 2/04）[4]

與人體相連的器械；對人體管

2/24

‧‧心臟瓣膜 [4]

狀結構提供開口或防止塌陷的

2/26

‧‧陰莖移植 [4]

裝置，如支架（作為化妝物品者

2/28

‧‧骨骼（關節見 2/30）[4]

2/30

‧‧關節 [4]

2/32

‧‧‧用於髖部者 [4]

2/34

‧‧‧‧髖臼凹窩 [4]

2/36

‧‧‧‧股骨頭 [4]

2/38

‧‧‧用於肘或膝者 [4]

2/40

‧‧‧用於肩者 [4]

2/42

‧‧‧用於腕或踝者；用於手者，

見有關次類，例如假髮、髮件見
A41G3/00，5/00；人造指甲見
A45D31/00；假牙見 A61C13/00；
用於假肢體的材料見 A61L27/00；
人工心臟見 A61M1/10；人造腎見
A61M1/14）[4,6,8]
2/01

‧可植入血管內的濾器 [6]

2/02

‧能移植至體內之假體 [4]

2/04

‧‧空心的或管狀的器管，例如膀
胱、氣管、支氣管或膽管
（2/18，2/20 優先；對人體管
狀結構提供開口、或防止塌

例如手指；用於腳者，例
如腳趾 [4]
2/44

脊椎盤 [4]
2/46

用於支架或支架移植物放置

2/06

或 移 除 的 儀 器 見 2/95 ）
[4,8,2013.01]
‧‧‧血管 [4,2013.01]

2/07

‧‧‧‧支架移植物[2013.01]

2/08

‧‧肌肉；腱；韌帶 [4]

2/10

‧‧毛髮或皮膚之移植 [4]

2/12

‧‧假乳房 [4]

2/14

‧‧眼睛之組成部分，例如晶
體、角膜移植物（可取下的
隱形眼鏡見 G02C7/04）；人造
眼（用有機塑膠材料製造人
造眼見 B29C，B29D11/02）

‧‧‧用於移植人造關節之特殊工
具（外移器械見 A61B

陷的支架移植物以外之裝
置，如支架見 2/82；特別適

‧‧‧用於脊骨者，例如脊椎骨、

17/00）[4]
2/48

‧‧操縱或控制裝置，例如由人體
之外部，控制括約肌 [4]

2/50

‧不能移植在人體內之假體 [4]

2/52

‧‧假孔房（乳罩見 A41C3/00）
[4]
‧‧人造臂或手或者此等之組成部

2/54

分 [4]
2/56

‧‧‧可調整者 [4]

2/58

‧‧‧肘；腕 [4]

2/60

‧‧人造腿或腳或者此等之組成部
分 [4]

2/62

‧‧‧可調整者，例如可調整的脛
骨、股骨或管狀骨胳系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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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膝關節 [4]

2/66

‧‧‧腳；踝關節 [4]

2/68

‧‧操縱或控制裝置 [4]

2/70

‧‧‧電者 [4]

如以雷射切割或蝕刻孔進

2/72

‧‧‧‧生物電控制者，例如肌電

行打孔 [2013.01]

控制者 [4]
2/74

‧‧‧液體者 [4]

2/76

‧‧裝配、安裝或測試假體用之裝
置，例如用於測量或平衡之

2/90

‧‧‧以網狀或篩網狀結構為特徵

2/91

[8,2013.01]
‧‧‧‧由多孔板或管所製成，例

2/915 ‧‧‧‧‧具有曲折結構的頻帶，

2/92

片狀張開之形式 [8,2013.01]

裝置 [4,2006.01]
2/78

‧‧用於保護假體或將此等之連接

2/93
2/94

2/82

‧‧‧承接窩口，例如吸附型者
[4]
‧為人體管狀結構提供開口、或防

2/945 ‧‧‧可硬化的，例如支假在原位
形成 [2013.01]
2/95

2/954 ‧‧在分岔處用於放置支架或支架

植物見 2/04；用於血管的支架

移植物 [2013.01]

移植物見 2/07；特別適用於放

2/958 ‧‧用於放置支架或支架移植物的

置或移除支架或支架移植物見

充氣氣球 [2013.01]

2/95；用於閉合傷口或保持傷口

2/962 ‧‧具有外套筒 [2013.01]

閉合的見 A61B17/03；擴張器見

2/966 ‧‧‧在外套筒及假體間具有相對
的縱向運動，例如使用推

A61M29/00）[8,2013.01]
2/84

‧特別適用在放置或移除支架或支
架移植物的儀器 [2013.01]

止塌陷的裝置，如支架（用於血
管以外的身體管狀結構之支架移

‧‧放置在預定位置後，支架保持
其形狀，即不變形 [8,2013.01]

之長襪 [4]
2/80

‧‧‧使用棘輪鎖使其圓周上有擴
展性 [2013.01]

至人體上之器材，例如繃
帶、吊帶、帶或者用於殘肢

相鄰頻帶彼此連結
[2013.01]
‧‧插入脈管後，支架呈現卷起的

桿 [2013.01]

(轉見 2/95)

‧‧‧外套筒是可分離的 [2013.01]

2/844 ‧‧摺疊實的配置[2013.01]

2/97

2/848 ‧‧具有固定至血管壁的裝置，例

3/00

自然腿之延長段

4/00

使病弱者能夠操作一個不構成

如倒鉤[2013.01]
2/852 ‧‧二個或更多不同的重疊支架
[2013.01]
2/856 ‧‧具有側邊入口通道的單一管狀

人體一部分的器具或裝置之方
法或裝置（假體之操縱或控制裝

支架[2013.01]
2/86

‧‧用線狀元件為形成特徵的支
架；用網狀或篩網狀結構為

置見 2/48，2/68）[4]

5/00

方法或器具（骨骼或關節處理之

形成特徵的支架 [8,2013.01]
2/88

2/89

骨骼或關節非外科處理之整形
外科方法，專用於此目的之設備見

‧‧‧形成螺旋或螺線卷的線狀元
件（以形成網狀或篩網狀

A61B17/56）
；護理器材（繃帶、

結構元件見 2/90） [8]

敷料或吸收墊見 13/00）[3,4,5]

‧‧‧由單獨的構件靈活的連接在
由二個或更多鄰接環組成
的金屬絲類的元件 [2013.01]

附註
本主目不包括按摩方法與設
備，按摩方法與設備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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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H1/00 中。[7]

5/41

‧促使陰莖勃起的裝置（陰莖移植
見 2/26；生殖器之按摩見 A61H

5/01

‧矯形器械，例如用於處理骨折或
畸形骨的長期固定或加壓矯形裝

19/00）[4]
5/44

置，如夾板、硬質敷料或支架

‧由病人穿戴以接受尿、便、月經
或其他排出物之器具（吸收墊，

5/02

‧‧矯形外科緊身胸衣

例如衛生棉見 13/15；傷口引流

5/03

‧‧婦女緊身胸衣或腹帶、乳頭或

器具見 A61M27/00）；結腸造口

5/04

乳房托器，有或無襯墊（乳

手術裝置（用於結腸造口裝置的

罩見 A41C3/00）

黏著劑見 A61L24/00；用於結腸

‧‧用於牽引或復位骨折肢體之裝
置；用於內脫位之裝置；夾
板 [4]

5/042 ‧‧‧用於伸展或牽引 [6]

造口裝置的材料見 A61L28/00）
5/441 ‧‧具有除臭裝置者，例如過濾器
[4]
5/442 ‧‧具有沖洗部分或裝置者（沖洗
器見 A61M3/02）[4]

5/045 ‧‧‧‧用於床、治療台、底部架
或類似物之設備 [6]
5/048 ‧‧‧‧牽引夾板者 [6]
5/05

‧‧‧用於使之固定者（5/042 優
先）[6]

5/443 ‧‧具有水膠體類型封閉者，例如
凝膠體、澱粉、卡拉牙樹膠
[4]
5/445 ‧‧結腸造口術裝置 （5/441，
5/442，5/443 優先）[4]

5/052 ‧‧‧‧特別適合於促進行走的，
例如步行支承物 [6]

5/447 ‧‧‧袋狀防萎陷器件 [4]

5/055 ‧‧‧‧頸部墊圈 [6]

5/448 ‧‧‧將袋裝至密封環上之裝置[4]

5/058 ‧‧‧‧夾板的（5/052 優先）[6]

5/449 ‧‧‧人體防護裝置，例如帶、外
衣 [4]

5/08

‧‧矯正鼻畸形之器具

5/10

‧‧矯正手指畸形之器具

5/451 ‧‧生殖器接受器（5/441，

5/11

‧‧矯正指甲畸形之器具

5/442，5/443 優先）[4]

5/14

‧‧平底腳、先天畸形腳用鞋之特
殊醫療襯墊或類似物（通常

5/452 ‧‧‧具有分開的排泄物接受室[4]
5/453 ‧‧‧用於收集男性之尿或其他排
泄物（6/04 優先）[4]

的弓形支撐物見 A43B7/14）
5/24

‧‧疝氣托帶

5/26

‧‧‧附彈簧帶的

5/28

‧‧‧托帶支撐物

5/30

‧‧壓墊（雞眼墊、雞眼環見
13/06）

5/455 ‧‧‧用於收集女性之尿或其他排
泄物 [4]
5/457 ‧‧‧人體防護裝置，例如帶、條
或吊帶 [4]
5/458 ‧‧‧‧黏結型或可充氣型 [4]

5/32

‧‧‧可調節的壓墊

5/48

‧防止弄濕床或污染床之器具

5/34

‧‧‧充氣或充液體之壓墊（特別

5/50

‧防止吸吮手指之器具

適於醫用的閥見
A61M39/00
；與可充氣體的塑性體相連

5/56

‧防止打鼾之器具

5/58

‧矯正口吃之裝置

6/00

避孕用具；子宮托；其附件

的閥一般見 B60C 29/00）
5/37

件；約束襯衣
5/40

（避孕之化學方面有關者見

‧約束人體或人體組成部分之器
‧懸吊繃帶

A61K）[5]
6/02

‧用於男性者（6/20 優先）[5]

6/04

‧‧陰莖套、鞘膜或類似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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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

‧用於女性者（6/20 優先）[5]

9/01

6/08

‧‧子宮托，即放入陰道內支托子

9/011 ‧‧‧侵入性的 [7]

宮、糾正錯位或防止受孕之

‧‧‧角膜之處理 [7]

9/013 ‧‧用於眼屈光度補償者（9/008

用具 [5]

優先）[6,7]

6/10

‧‧‧子宮帽 [5]

9/02

‧護目鏡(游泳使用見 A63B 33/00)

6/12

‧‧‧插入用具或取出用具 [5]

9/04

‧眼罩

6/14

‧‧宮內型者 [5]

9/06

‧‧焊工用面罩、護罩或頭罩（焊

6/16

‧‧‧可膨脹者 [5]

接之安全裝置一般見 F16P

6/18

‧‧‧插入用具或取用具 [5]

1/00）

6/20
6/22

‧輸精管咬合器；輸卵管咬合器
[5]
‧‧可植入於管內者 [5]

6/24

‧‧‧以閥用具為特徵者 [5]

7/00

用於醫學或人體或治療處理用

耳保護器件（具有護耳裝置的

之加熱或冷卻器具（與床架或褥

頭部覆蓋物，例如具有護耳裝

墊聯接的加熱裝置或冷卻裝置見
A47C21/00；用電場、磁場或超音
波之加熱器見 A61N）[5]

7/03

‧實現加熱或冷卻之壓布或糊劑
[3]
‧‧載熱體，即自加熱 [3]

7/08

‧保溫墊子、保溫盤或襯墊（7/02

7/02

優先）
；保溫瓶 [3]
7/10

‧冷卻袋，例如冰袋

7/12

‧加熱或冷卻人體腔體之器具

眼、耳之治療或防護；用其他感覺
的替代者
9/00

治療眼睛之方法或設備；例如
放置隱形眼鏡的裝置；糾正斜
視之儀器；引導盲人之儀器；
攜於身上或手中的眼之保護器
具（附有用於保護眼睛之手段的帽

‧可使眼科病人以別種感覺代替直
接視覺之儀器或方法

11/00 治療耳朵之方法或設備，例如
外科用者；攜於身上或手中之

置的帽子或頭盔見 A42B1/06,
3/16）[1,8]
11/04 ‧可使耳科病人用別種感覺代替直
接聽覺之儀器或方法
11/06 ‧用於耳之防護裝置 [5]
11/08 ‧‧耳內的，例如耳塞 [5]
11/10 ‧‧‧可充氣者或可膨脹者 [5]
11/12 ‧‧‧外面有安裝裝置者 [5]
11/14 ‧‧耳外者，例如耳帽或禦寒耳罩
[5,8]

繃帶；敷料或吸收墊；急救箱
13/00 繃帶或敷料（懸吊繃帶見 5/40；
放射性敷料見 A61M36/14）；吸收

墊（繃帶、敷料或吸收墊之化學
方面或所使用之材料見 A61L15/00
，26/00）
13/02 ‧膠布或敷料（13/06 至 13/15 優

罩見 A42B1/06；用於安全帽之護

先；外科用黏合劑或膠接物質見

目 鏡 見 A42B 3/22 ； 眼 浴 見

A61L24/00）[4,5]

A61H35/02；太陽眼鏡或具有與眼
睛一樣特點之護目鏡見 G02C）
9/007 ‧用於眼外科之方法或裝置 [6]
9/008 ‧‧採用雷射 [7]
9/009 ‧‧‧用於與眼球相接觸之輔助裝
置與匹配的雷射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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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

13/04 ‧巴黎繃帶石膏；其也硬化繃帶
（13/06 至 13/20 優先，由硬化
繃帶製成的矯形器見 5/01）
13/06 ‧專門適用於腳或腿者；雞眼墊；
雞眼環
13/08 ‧‧外科用者彈性襪子；用於壓縮

A61F

動脈瘤者
13/10 ‧專門適於手指、手或手臂者；手
指護套；指甲保護器
13/12 ‧專門適合於頭部或頸部者
13/14 ‧專門適合於胸或腹部者（支撐胸
或腹部之緊身衣或繃帶見

13/474 ‧‧‧‧可調節的 [7]
13/475 ‧‧‧‧以防測漏裝置為特徵者[7]
13/476 ‧‧‧‧以環繞內褲褲檔為特徵者
例如具有護翼 [7]
13/49 ‧‧‧特別適合於圍繞腰部穿戴，
例如尿布、尿片 [7]
13/491 ‧‧‧‧特別適合於形成明顯尿液

5/03）
13/15 ‧吸收墊，例如用於體外與體內貼

排泄者 [7]

敷的衛生棉、拭子或棉塞（非吸

13/493 ‧‧‧‧可調節者 [7]

收性月經接收物見 5/44）
；支撐

13/494 ‧‧‧‧以防測漏裝置為特徵者[7]

或固定吸收墊之裝置，棉塞敷貼

13/495 ‧‧‧‧具有糞便容納處者 [7]

器 [5]

13/496 ‧‧‧‧具有短褲或內褲形式 [7]

13/20 ‧‧棉塞，例如月經用棉塞，其附
件 [5]

13/505 ‧‧具有可分離之部分者，例如用
過即可丟棄之部位與可重複使

13/22 ‧‧‧捲疊材料製的棉塞 [5]

用之部位的組合（13/20 優

13/24 ‧‧‧杯形棉塞 [5]

先；支撐或固定裝置見

13/26 ‧‧‧插入棉塞之裝置 [5]

13/56）[7]

13/28 ‧‧‧‧附有潤滑裝置者 [5]
13/30 ‧‧‧‧允許通過插入通道時變
形、擴張或裂開之插入
裝置的末端部分 [5]
13/32 ‧‧‧‧附有可滑動的推出器者，
例如活塞或頂桿、筒內
插入裝置 [5]
13/34 ‧‧‧用於取出棉塞之裝置 [5]
13/36 ‧‧外科拭子，例如手術時用於吸
收或充填體腔（13/38，
13/40 優先）[5]
13/38 ‧‧具有拐杖型柄之栻子（13/40
優先）[5]
13/40 ‧‧具有往吸收材料裡加介質之整

13/51 ‧‧以墊之外層為特徵者（13/20
優先）[7]
13/511 ‧‧‧頂片，即朝向皮膚之不透液
體覆蓋物或層 [7]
13/512 ‧‧‧‧以頂片的孔為特徵者，例
如穿孔 [7]
13/513 ‧‧‧‧具有不同的滲透區域 [7]
13/514 ‧‧‧底片，即遠離皮膚之不透液
體覆蓋物或層 [7]
13/515 ‧‧‧以頂片與底片之內部連接為
特徵者 [7]
13/52 （轉入 13/45 至 13/53）
13/53 ‧‧以吸收介質為特徵者（13/20
優先）[7]

體的裝置，例如裝在隔絕的

13/531 ‧‧‧墊之整體厚度具有均勻組成

容器內 [5]

者（13/538，13/539 優先）
[7]
13/532 ‧‧‧‧墊之平面內非均質者 [7]

13/42 ‧‧附有濕度指示或報警裝置者[5]
13/44 ‧‧具有不穿透射線材料或對剩餘
材料發出信號者 [5]
13/45 ‧‧以形狀為特徵者（杯形類型棉
塞見 13/24）[7]
13/47 ‧‧‧衛生棉、失禁墊或衛生紙巾
（13/49 優先）[7]
13/471 ‧‧‧‧專門適用於男性 [7,8]
13/472 ‧‧‧‧專門適用於女性 [7,8]

13/533 ‧‧‧‧‧具有不連續之壓縮區域
[7]
13/534 ‧‧‧墊之整體厚度具有非均勻組
成者（13/538，13/539 優
先；具有薄紙包裹之均質
吸收芯見 13/531）[7]
13/535 ‧‧‧‧墊之平面內非均質，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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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吸收層具有不同的尺

13/70 ‧‧‧‧‧具有可打開或可取下的

寸（13/537 優先）[7]
13/536 ‧‧‧‧‧具有不連續之壓縮區域
[7]
13/537 ‧‧‧‧該層的特徵是可在一方向
或平面上促進或轉移流
體者，例如芯吸層 [7]

胯部部分者 [5]
13/72 ‧‧‧‧‧具有無接頭腰部環狀繃
帶，例如褲形 [5]
13/74 ‧‧‧‧具有保持吸收墊裝置者
[5]
13/76 ‧‧‧‧‧彎曲墊之寬度或固定件

13/538 ‧‧‧以特殊之纖維方向或紡織為

者，例如帶、端邊或

特徵者 [7]
13/539 ‧‧‧以吸收層彼此之間或與外層
之連接為特徵者 [7]
13/551 ‧‧經使用墊之包裝或包裹方式，

橫褶 [5]
13/78 ‧‧‧‧‧‧鈕扣或按扣固定件
[5]
13/80 ‧‧‧‧相對於人體胯部區域可調
節者 [5]

例如用於使用一次即可丟棄
者 [7]
13/56 ‧‧支撐或固定裝置 [5]
13/58 ‧‧‧黏性接頭固定元件（13/66

13/82 ‧‧‧‧具有裝在身體上之裝置
[5]
13/84 ‧‧其他主目未包括之用於吸收墊
之附件 [7]

優先）[5]
13/60 ‧‧‧‧與黏性接頭同時釋放裝置
[5]
13/62 ‧‧‧纖維帶固定元件，例如圈或
環（13/66 優先）[5]

15/00 傷口敷料用的輔助器具；敷料
或繃帶之配料容器
15/02 ‧切割任何類型繃帶之器具，例如
剪子、切割鋸

13/64 ‧‧‧帶、條、索或環狀繃帶
（13/66 優先）[5]

17/00 急救箱

13/66 ‧‧‧與吸收墊非一體的覆蓋物、
支承器或支撐器 [5]
13/68 ‧‧‧‧腹部封閉型者 [5]

A61G 專門適用於病人或殘障人士的運輸工具、專用運輸工具或起居設施
（輔助病人或殘障人士行走之器械見 A61H3/00）；手術台或手術椅子；

牙科椅子；喪葬用具（屍體防腐見 A01N1/00）[8]
次類索引
轉移病人或殘障人士之器具...... 1/00 至 7/00

手術室或牙科器械.................... 13/00，15/00

病床；治療室；

喪葬用具 ................................. 17/00 至 21/00

護理設備 ............. 7/00；10/00；9/00，12/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99/00

嬰幼兒保育箱或保溫箱......................... 11/00

1/00

擔架

1/003 ‧附有托起病人或殘障人士之用
具，如可鬆開式者或環形有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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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007 ‧附有雪橇或滑板滑行裝置者 [5]
1/01

‧特殊用途之被單或用於擔架上者

A61G

[5]
1/013 ‧可彎曲或折疊者（1/017 優先）
[5]
1/017 ‧可變換成椅子者 [5]

5/02

‧由病人或殘障人士自己推動者

5/04

[5,8]
‧馬達驅動者（5/06 優先；電動支
托見 5/12；具有車把及配備有 3

1/02

‧附輪子者

個或更多車輪的車輛見 B62K

1/04

‧擔架之部件、零件或配件，如特

5/003, B62k 5/023）[5,2013.01]

別用於擔架的頭、腳或類似的支
1/044 ‧‧索、條或帶 [5]

5/08

‧附有克服障礙裝置者，例如爬梯
[5]
‧可折疊者 [5]

1/048 ‧‧把手 [5]

5/10

‧部件、零件或配件 [5]

1/052 ‧‧支柱、樑或腳 [5]

5/12

‧‧專用支托，例如用於頭或腳者
[5]
‧幫助站起或坐下者 [5]

5/06

托 [5]

1/056 ‧‧‧旋轉腳 [5]
1/06

‧擔架支架，如被放在車輛上或車
輛中者

3/00

車輛之救護方面；車輛具有運
輸病人或殘障人士，或其專用
運輸工具的專用設備，例如便

5/14

病人或殘障人士的病床或附件；用
於醫學目的之治療室；護理設施
7/00

專用於護理之床；提升病人或

於輪椅出入用的或裝載用的
[5,8]

殘障人士之裝置（床，治療台，

3/02

‧裝載或卸載之運輸工具；幫助病

的設備見 A61F5/045；病人用擔架
或托起病人設備見 1/003）[5,6,8]

3/04

人或殘障人士從車輛出入之設備
[5,8]
‧‧利用繞縱軸轉動，搬運坐著的

底部架或可延伸或可展開之類似物

7/002 ‧具有可調墊架者 [5]
7/005 ‧‧可繞橫軸傾斜者，例如

病人或殘障人士 [5,8]
3/06

‧‧用坡道、升降機或類似用具搬
運（3/04 優先）[6]

Trendelenburg 位置 [5]
7/008 ‧‧可繞縱軸傾斜者，例如滾動[5]
7/012 ‧‧整個墊架之上升或下降

3/08

‧調整或固定輪椅 [5]

5/00

專門適用於病人或殘障人士之

7/015 ‧‧劃分成不同之可調部位者，例

椅子或專用運輸工具者，如輪

如 Gatch 位置 [5]

椅 （能使病人或殘障人士操作一

7/018 ‧‧由機械控制或運轉者（7/005

（7/005，7/008 優先）[5]

至 7/015 優先）[5]

個不構成人體一部分的裝置或設備
的裝置見 A61F4/00；專用於殘障

7/02

大小便裝置者 [5]

人 士 乘 騎 者 的 自 行 車 見
B62K3/16）[1,8]

‧附大小便設備者或有特殊用途之

7/043 ‧用於促進或觀察睡眠之床 [5]
7/047 ‧用於特別衛生目的之床（7/02 優
先）[5]

附註
具有專用於將病人或殘障人士
搬運到車上者且在車中支持病
人或殘障人士的可移動座的病
人或殘障人士椅見 3/00。 [5,8]

7/05

‧床之部件、零件或配件（防止跌
下裝置見 A47C21/08，A47D
7/00）[5]

7/053 ‧‧幫助上床或下床者，例如踏板
或椅子 [5]
7/057 ‧‧防止褥瘡或幫助病人翻身之裝
A-163

A61G,H

置，例如用於此目的之特殊

13/06 ‧‧整個台面之上升或降低

床墊 [5]
7/065 ‧‧專用支托 [5]
7/07

‧‧‧用於頭部或軀幹 [5]

7/075 ‧‧‧用於四肢 [5]
7/08

‧病床之運送設備

7/10

‧提升病人或殘障人士的裝置，例

（13/04 優先）[5]
13/08 ‧‧被分為不同的可調部分之台子
[5]
13/10 ‧部件、零件或配件（手術用布簾
見 A61B19/0846/00）[5]
13/12 ‧‧專用支托；病人支承面上之裝
置 [5]

如專門適用於懸起的裝置 [1,8]
7/12

‧‧用於抬起病人或殘障人士手臂
以下部位者（7/14 優先）[5,8]

7/14

‧幫助抬起病人或殘障人士並使其
橫向移動者 [5,8]

7/16

‧‧將一個平面變成一個椅子 [5]

9/00

臥床病人用之便盆、尿壺或其

15/00 手術椅；牙科椅；及其專用配
件，例如工作台 [5]
15/02 ‧附有調節病人位置裝置之椅子；
及其控制 [5]
15/04 ‧‧使病人傾斜者 [5]
15/06 ‧‧抬高或降低病人者（15/04 優
先）[5]

他衛生用具；此等之清潔用
具，例如與便尿壺相結合者
（穿著於病人身上之便器見
A61F5/44）
9/02

‧清洗設備 [5]

15/08 ‧‧附帶有外科醫生或牙醫座椅者
[5]
15/10 ‧部件、零件或配件（15/14 優
先；牙科設備見 A61C）[5]

育箱，保溫箱見 11/00；臭氧、氫

15/12 ‧‧專用支托，如用於頭部或腳者
[5]
15/14 ‧牙科工作台；及其附件 [5]

或類似氣體之氣體浴設備見 A61H

15/16 ‧‧牙科手鑽或類似物之存放、支

33/14；提供呼吸保護之容器或移

持或攜帶裝置 [5]

動式艙室一般見 A62B31/00）[4]

15/18 ‧‧‧包括用以收存軟管之牽開器
[5]

10/00 用於醫學目的之治療室（嬰兒保

10/02 ‧具有人工氣候之治療室，具有保
持所需氣壓裝置之治療室，如用
於無菌室者 [4]
10/04 ‧氧氣幕 [4]

11/00 嬰兒保育箱；保溫箱

喪葬用品
17/00 棺材；喪葬屍體包裹材料；喪
葬骨灰缸 [5]

12/00 本次類 1/00 至 11/00 各目中所

17/007 ‧以所使用的結構材料為特徵者，

未包括的諸如用於醫院之護理

例如生物防腐材料；使用多種材

設備，如運送藥品或食物之手
推車；處方箋 [1,8]

手術台或手術椅；牙科椅

料 [5]
17/013 ‧可折疊的棺材 [5]
17/02 ‧棺材之關閉；其密封材料
17/04 ‧棺材配件
17/06 ‧屍袋；屍體包裹材料 [5]

13/00 手術台；及其附件 (手術台照明
見 F21L，F21S 或 F21V)
13/02 ‧可調式手術台；其控制 [5]
13/04 ‧‧可繞橫軸或縱軸傾斜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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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骨灰缸

19/00 棺材升降裝置
21/00 喪葬之柩車或類似車輛 [5]

A61G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8]

A61H 理療裝置，例如用於尋找或刺激體內反射點之裝置；人工呼吸；按
摩；用於特殊治療或保健目的或人體特殊部分之洗浴裝置（電療法、
磁療法、放射療法、超聲療法見 A61N）[1,8]

附註
於本次類內，以下表示法按指定意義使用：
－ “理療”包括使用不同於藥物或手術之方法，例如機械學方法以治療疾
病及傷殘，其包括例如按摩，漩渦池浴及被動鍛練肢體之器械。

次類索引
幫助病人或殘障人士走動之器械........... 3/00

其設備 ............................ 13/00，19/00，21/00

被動鍛練用器械，

按摩之輔助用品 ...................................... 37/00

鍛練眼睛之器械 ........................... 1/00，5/00

人工呼吸 ................................................ 31/00

按摩

醫療洗浴 ...................... 33/00，35/00，36/00

按摩技術 ............... 7/00，9/00，15/00，23/00

尋找或刺激體內反射點之裝置 ............ 39/00

按摩用之條、帶或梳子 .......................... 11/00

本次類的其他主目中不包含的技術主題
................................................................ 39/00

身體特殊部位之按摩及

1/00

被動鍛練用器械（5/00 優先）；

3/06

‧盲人之行走輔助工具（用別種感
覺代替直接視覺者見

振動器；脊柱按摩裝置，例如

A61F9/08）

身體衝擊裝置，對未骨折的骨
骼進行簡單拉伸或校直的體外

5/00

眼睛之鍛鍊用具

裝置 [2,7]

7/00

吸引－揉捏按摩器具；由刷或

附註

擦予以按摩皮膚之器具（利用接
觸施加電流之電療按摩器見

本主目不包括整型外科之方法

A61N1/18）

或裝置，整型外科之方法或裝
置見 A61F5/00 主目 [7]
1/02

‧鍛練用之伸張或彎曲器具

3/00

幫助病人或殘障人士走動之器
具（幫助小兒走路者見
A47D13/04）

3/02

‧拐杖

3/04

‧病人或殘障人士用之具有輪子的
行走工具 [1,8]

9/00

氣動或液壓按摩

11/00 用於按摩之條、帶或梳子
11/02 ‧具有縱向振動帶之按摩裝置

13/00 牙齦按摩
15/00 用滾柱、球按摩，如可膨脹的
鏈條或滾柱鏈
15/02 ‧適合於同時用光、熱及藥物進行
治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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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1J

19/00 生殖器之按摩
21/00 體腔之按摩器具
23/00 叩打或振動按摩；例如使用超
音波振動；吸引一振動按摩；
振動膜按摩
23/02 ‧用電或磁驅動者 [2]
23/04 ‧用液壓或氣動驅動者
23/06 ‧手叩打

31/00 人工呼吸或心臟刺激，例如心

33/08 ‧‧為保健目的之空氣沖洗
33/10 ‧‧蒸汽浴浴盆上之裝置
33/12 ‧‧臉部蒸汽浴
33/14 ‧用臭氧、氫或類似氣體之氣體浴
裝置

35/00 用於身體特殊部位之洗浴器，
例如乳房沖洗（無向上噴射裝置
之坐浴盆見 A47K3/22；清潔臀部
用之器件見 A47K7/08；半水棲性
灌腸器見 A61M9/00）[6]

臟按摩（用氣體或空氣進行之人

35/02 ‧洗眼器 [6]

工呼吸，如口對口呼吸見

35/04 ‧洗鼻器 [6]

A61M16/00；利用接觸電極施加電

36/00 發汗衣衫

流刺激者，例如心臟起搏器
A61N1/36）
31/02 ‧附或不附氣體呼吸裝置之“鐵
肺”

33/00 專為治療或保健目的之洗浴裝
置（35/00 優先；半水棲性灌腸器
見 A61M9/00；採用於離子流體之
電浴或磁浴見 A61N1/44）[6]
33/02 ‧應用於含有氣體者或其中導入或
產生氣體之液體的洗浴裝置，例
如二氧化碳浴
33/04 ‧沙浴、泥浴或泡沫浴之器具；金
屬浴之器具，例如使用金屬鹽溶
液 [6]
33/06 ‧人工熱氣或冷氣浴；蒸汽浴或氣
體浴或沖洗浴，例如三溫暖浴或

37/00 按摩用之輔助用品 [6]
39/00 理療用之定位或刺激人體特定
反射點之儀器，例如針刺（藉由
檢測生物電信號的方法見
A61B5/04；藉由採用電流或磁場
的方法定位見 A61B5/05）[2]
39/02 ‧確定如此反射點之儀器 [2]
39/04 ‧壓迫如此反射點之儀器，例如點
壓器（Shiatsu） [2]
39/06 ‧於細胞生命限度內加熱或冷卻此
種反射點之儀器 [2]
39/08 ‧對此種反射點加針之裝置，即針
刺裝置 [2]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8]

芬蘭浴（充氣室見 A61G10/00）

A61J

專用於醫學或醫藥目的之容器；專用於將藥品製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
形式之裝置或方法；餵飼食物或口服藥物之器具；嬰兒用橡膠奶嘴，
收集唾液之器具

次類索引
專用於醫學或醫藥目的之容器............... 1/00
專用於將藥品製成特殊的物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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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形狀之裝置或方法........................... 3/00
餵飼瓶、橡膠奶嘴、飼管9/00，11/00，15/00

A61J
其他用具 .................................................... 7/00

嬰兒橡膠奶嘴 ........................................ 17/00

乳頭護罩 .................................................. 13/00

接受唾液器具 ........................................ 19/00

1/00

（用於口服之膠囊或類似物見
3/07；專門適用於外科手術或診斷
設備或儀器 A61B50/30；放射性物
質之容器見 G21F5/00）[4,5]
1/03

B30B11/00）

專用於醫學或醫藥目的之容器

‧用於丸劑或片劑（具特殊配製方

口服藥劑；一般的餵飼瓶；橡膠奶
嘴；收集唾液用具
7/00

見 G01G19/56）
；丸藥計數器；

法之用於丸劑或片劑的容器見

用於指示時間或提醒服藥之裝

B65D83/04）[5]
1/05
1/06

置

‧用於收集、貯存或輸送血液、血
漿或醫用液體者 [5]
‧‧安瓿或卡普耳（注射用安瓿或

餵口服藥用具，如湯匙（量重匙

7/02

‧丸劑計數裝置 [5]

7/04

‧用於指示時間或提醒服藥之裝
置，如程控施藥器 [5]

卡普耳見 A61M5/28）
1/10

‧‧袋狀容器 [5]

9/00

一般的餵飼瓶

1/12

‧‧‧具有用於容納內含物之樣品

9/02

‧附溫度計者

9/04

‧附供空氣裝置者

9/06

‧持瓶器

9/08

‧瓶保護罩

的裝置 [5]
1/14

‧‧零件；配件（7/00 優先；開蓋
器見 B65D，B67B7/00）[5]

1/16

‧‧‧容器之支持器 [5]

1/18

‧‧‧用於指出容器內含物之狀態
的裝置，如無菌狀態 [5]

1/20

1/22

3/00

‧‧‧用於運送液體之裝置，例如

11/00 奶瓶上之橡膠奶嘴
11/02 ‧附供空氣裝置者
11/04 ‧附固定於奶瓶上之裝置者

由藥水瓶中送至注射器中
[5]
‧‧‧‧具有用來計量液體之裝置
[5]

13/00 乳頭護罩

適用於將藥品製成特殊的物理

17/02 ‧固牙圈

或服用形式之器械或方法（化學

19/00 接受唾液之器具，例如痰盂

方面見有關主類）

15/00 治療用飼管
17/00 嬰兒橡膠奶嘴；固牙圈

3/02

‧製成粉劑形式

3/04

‧製成油膏形式

（牙科用者見 A61C17/14）
[1,2006.01]
19/02 ‧痰瓶

3/06

‧製成丸劑、錠劑或糖衣丸劑形式

19/04 ‧附供水之痰盂

3/07

‧製成膠囊或類似口服用小囊丸劑

19/06 ‧可燃燒的痰杯

形式
3/08

‧製成栓塞劑或黏劑形式

3/10

‧製成壓縮片劑形（片劑壓力機見

A61K 醫用、牙科用或梳妝用之配製品 （專用於將藥品製成特殊的物理或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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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之裝置或方法見 A61J 3/00；空氣除臭，消毒或滅菌，或者繃帶，敷
料，吸收墊或外科用品之化學方面或材料之使用見 A61L；肥皂組合物見
C11D）

附註[1,7,2006.01]
本次類包括下列不論以組合物（混合物），該組合物製備方法或係以使
用該組合物進行處理的方法之形式出現的主題：
(a) 藥品或其他生物學組合物，其能：
－ 藉助或消滅寄生體之方法預防、減緩、治療或治癒生命體之異
常或病理狀態，或以化學方法改變宿主或寄生蟲之生理學以限
制疾病或病變的影響（殺生物劑見 A01N25/00 至 65/00）；
－ 維持、增強、減弱、限制或破壞生理功能，例如維生素組合
物、性絕育劑、生殖抑制劑；生長促進劑或類似物（無脊椎動
物，如昆蟲的性絕育劑見 A01N；植物生長調節劑見
A01N25/00 至 65/00）；〔1，7〕
－ 用體內試驗法，例如 X 射線對比或皮膚接觸試驗組合物診斷
生理條件或狀況（使用酵素或微生物之測定或體內試驗方法見
C12Q；生物學材料，例如血、尿之體外試驗見 G01N，例如
G01N33/48）；
(b) 通常用於身體除臭、保護、裝飾或修飾之身體處理組合物，例如化
妝品、淨牙品、補牙材料
注意 C 部標題下化學元素之定義
注意主類 C07 中講述用於有機化合物分入本次類的規則之附註 (例如，
次類 C07D 類名後面的附註)，這些規則，若無其他指示，也可用於
A61K 中的有機化合物分類。
在本次類中除主目 A61K8/00 以外，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中，
若無相反指示，請分入最後適當位置。
醫藥配製品之治療活性分類至 A61P 。

次類索引
牙科配製品............................................... 6/00
化妝品，香水........................................... 8/00
藥物配製品
以形態為特徵者.........................................9/00
以有效成份為特徵者
...........................31/00，35/00，36/00，38/00
來自動物、原生動物、細菌或病毒的原
料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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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藻類、真菌、苔蘚或植物的原料
.............................................................36/00

無機有效成份 ........................... 33/00，35/00
以波能量或粒子輻射處理材料
獲得者 .................................................41/00
體內試驗用者 ........................49/00，51/00
放射活性成份 .....................................51/00
疫苗 .............................................39/00，45/00

A61K
載體 .......................................................... 47/00

.................................................................. 48/00

具有遺傳物質之藥物配製品；基因治療

6/00

牙科製劑 [3,2006.01,2020.01]

6/02

( 轉見 6/80 - 6/829)

6/027 ( 轉見 6/831 - 6/836)
6/033 ( 轉見 6/838)
6/04

( 轉見 6/84 - 6/844)

6/05

( 轉見 6/847)

6/06

( 轉見 6/849 - 6/882)

6/08

( 轉見 6/884)

6/083 ( 轉見 6/887 - 6/889)
6/087 ( 轉見 6/891)
6/09

( 轉見 6/893)

6/093 ( 轉見 6/896)
6/097 ( 轉見 6/898)
6/10

( 轉見 6/90)

6/15
6/16

•以其物理性質為特徵的組合物
[2020.01]
••折射率 [2020.01]

6/17

••粒徑大小[2020.01]

6/18

••導致牙齒回縮，例如：加寬牙
槽用於牙齒印模或移除牙齒
的組合物 [2020.01]

6/19
6/20

••自行擴展，例如：用於補牙
[2020.01]
•原生牙齒或人造牙齒的保護塗
層，例如：填封、染料塗層或護
漆[2020.01]

6/25

•用於檢測或測量的 組 合 物 ， 例
如：原生牙齒或人造牙齒上的不
平整[2020.01]

6/30

•用於暫時或永久性固定牙齒或上
顎的組合物，例如：牙科黏合劑
底漆[2020.01]

6/35

••穩定口內假牙的製劑[2020.01]

6/40

6/52

•底漆（用於牙科黏合劑見 6/30）
[2020.01]
•特別適合牙根處理治療的製劑
[2020.01]
••清潔；消毒[2020.01]

6/54

••填充；封填[2020.01]

6/50

6/56

••牙齒頂端治療[2020.01]

6/58

••特別適用於牙移植[2020.01]

6/60

•包含有機或有機金屬添加劑
[2020.01]
••陽離子、陰離子或氧化還原起

6/61

始劑[2020.01]
6/62

••光化學自由基起始劑[2020.01]

6/64

••熱自由基起始劑[2020.01]

6/65

••染料[2020.01]

6/66

•••光敏染料[2020.01]

6/68

•••熱敏染料[2020.01]

6/69

••藥物[2020.01]

6/70

•包含無機添加劑[2020.01]

6/71

••填料[2020.01]

6/72

•••包含含氮化合物[2020.01]

6/73

•••包含含硫化合物[2020.01]

6/74

•••包含含磷化合物[2020.01]

6/75

••••磷灰石[2020.01]

6/76

•••包含含矽化合物[2020.01]

6/77

•••玻璃[2020.01]

6/78

••色素[2020.01]

6/79

••起始劑[2020.01]

•假牙、補填牙或覆蓋牙齒的製劑
[2020.01]
6/802 ••包含陶瓷的[2020.01]
6/80

6/804 •••包含氧化錳[2020.01]
6/807 •••包含氧化鎂 [2020.01]
6/809 •••包含氧化鈹[2020.01]
6/811 •••包含氧化鉻[2020.01]
6/813 •••包含氧化鐵[2020.01]
6/816 •••包含氧化鈦[2020.01]
6/818 •••包含氧化鋯[2020.01]
6/82

•••包含氧化鉿 [2020.01]

6/822 •••包含稀土金屬氧化物
[2020.01]
6/824 •••包含過渡金屬氧化物
[2020.01]
6/827 •••白榴石[2020.01]
6/829 ••包含金屬陶瓷複合物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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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1 ••包括非金屬元素或其化合物，

6/90

例如：碳[2020.01]
6/833 •••玻璃陶瓷複合物[2020.01]

[2020.01]

8/00

6/836 •••玻璃[2020.01]
6/838 •••磷化合物，例如：磷灰石
[2020.01]
6/84 ••包含金屬或合金的[2020.01]

附註
化妝品或類似的梳妝用配製品
的使用還分入 A61Q。 [8]

6/844 •••貴金屬[2020.01]
6/849 ••包含無機膠結劑[2020.01]
6/851 •••波特蘭水泥[2020.01]
6/853 •••矽酸鹽[2020.01]

化妝品或類似的梳妝用配製品
[8]

6/842 •••稀土金屬[2020.01]
6/847 •••汞合金[2020.01]

•用於取得牙齒印模的組合物

8/02

‧以特殊的物理形狀為特徵者 [8]

附註

6/856 •••火山灰[2020.01]

於本目內，適用末位規則，即

6/858 •••硫酸鈣，例如：石膏
[2020.01]
6/86 •••含鋁膠結劑[2020.01]

在每個階層中，如無相反指

6/862 •••含鈣鋁硫酸鹽的膠結劑
[2020.01]
6/864 •••磷酸鹽水泥（磷灰石見
A61K 6/838）[2020.01]
6/867 •••含銨基膠結劑[2020.01]
6/869 •••沸石[2020.01]
6/871 •••石英；二氧化矽[2020.01]
6/873 •••碳酸鹽[2020.01]

示，請分入最後適當位置。 [8]
8/03

層的液態組合物 [8]
8/04

‧‧分散液；乳劑 [8]

8/06

‧‧‧乳劑 [8]

8/11

‧‧裝入膠囊的組合物 [8]

8/14

‧‧脂質體 [8]

8/18

‧以組成分為特徵者 [8]

附註

6/876 •••氧化鈣[2020.01]

於本目內，適用末位規則，即

6/878 •••氧化鋯[2020.01]
6/88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明顯不同

在每個階層中，如無相反指

•••氧化鉻[2020.01]

示，請分入最後適當位置。 [8]

6/882 •••碳化物[2020.01]
6/884 ••包含天然或合成樹脂的
[2020.01]
6/887 •••透過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

8/19

‧‧含無機成分 [8]

8/20

‧‧‧鹵素；其化合物 [8]

8/21

‧‧‧‧氟化物；其衍生物 [8]

的反應獲得的化合物
[2020.01]
6/889 ••••聚羧酸鹽膠結劑；玻璃離

8/22

‧‧‧過氧化物；氧；臭氧 [8]

8/23

‧‧‧硫；硒；碲；其化合物 [8]

8/24

‧‧‧磷；其化合物 [8]

子交聯聚合物膠結劑
[2020.01]
6/891 •••透過除僅涉及碳—碳不飽和

8/25

‧‧‧矽；其化合物 [8]

8/26

‧‧‧鋁；其化合物 [8]

8/27

‧‧‧鋅；其化合物 [8]

鍵以外的 反應獲得的化合

8/28

‧‧‧鋯；其化合物 [8]

物[2020.01]

8/29

‧‧‧鈦；其化合物 [8]

6/893 ••••聚氨酯[2020.01]

8/30

‧‧含有機化合物 [8]

6/896 ••••聚有機矽化合物[2020.01]

8/31

‧‧‧碳氫化合物 [8]

6/898 •••多醣[2020.01]

8/33

‧‧‧含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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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醇類 [8]

8/67

‧‧‧維生素 [8]

8/35

‧‧‧‧酮類，如醌類、二苯酮
[8]
‧‧‧‧羧酸；其鹽或酐 [8]

8/68

‧‧‧鞘脂類，例如，神經醯胺，

8/36

8/362 ‧‧‧‧‧多羧酸 [8]

腦苷脂，神經節苷脂 [8]
8/69

‧‧‧含氟 [8]

8/70

‧‧‧‧含全氟代基團，例如，全

8/365 ‧‧‧‧‧羥基羧酸；酮羧酸 [8]
8/368 ‧‧‧‧‧具有直接與芳環的碳原
子相連的羧基 [8]
8/37

‧‧‧‧羧酸酯 [8]

8/38

‧‧‧‧過化合物，如過酸 [8]

8/39

‧‧‧‧含 2 到 10 個氧化烯烴基

氟代醚類 [8]
8/72

‧‧含有機高分子化合物 [8]

8/73

‧‧‧多糖 [8]

8/81

‧‧‧藉由只涉及碳-碳不飽和鍵
反應獲得的 [8]

8/84

團的衍生物 [8]

‧‧‧藉由除了只涉及碳-碳不飽
和鍵之外的反應獲得 [8]

8/41

‧‧‧含氮（含氮的醌見 8/35）
[8]
‧‧‧‧胺 [8]

8/87

‧‧‧‧聚氨酯 [8]

8/42

‧‧‧‧醯胺 [8]

8/88

‧‧‧‧聚醯胺 [8]

8/43

‧‧‧‧胍 [8]

8/89

‧‧‧‧聚矽氧烷 [8]

8/44

‧‧‧‧氨基羧酸或其衍生物，如

8/891 ‧‧‧‧‧飽和的，例如，二甲聚

含硫的氨基羧酸；其

矽氧烷、苯基三甲聚

鹽、酯或 N-醯化衍生物
[8]
‧‧‧‧含 2 到 10 個氧化烯烴基

矽氧烷；C24-C28 甲基

8/40

8/45

團的衍生物 [8]
8/46

‧‧‧含硫（8/44 優先） [8]

8/49

‧‧‧含雜環化合物 [8]

8/55

‧‧‧含磷 [8]

8/58

‧‧‧含碳、氫、鹵素、氧、氮、
硫、磷以外的原子 [8]

8/60

‧‧‧糖；其衍生物 [8]

8/63

‧‧‧固醇類化合物，其衍生物
[8]

本次目包含如次類 C07J 類名後

‧‧‧‧聚醚 [8]

聚矽氧烷或硬脂醯基
二甲聚矽氧烷 [8]
8/892 ‧‧‧‧‧用羥基來修飾的，例
如，二甲聚氧烷醇 [8]
8/893 ‧‧‧‧‧用烷氧基或芳氧基來修
飾的，例如，二十二
烷氧基二甲聚矽氧烷
或硬脂醯基二甲聚矽
氧烷 [8]
8/894 ‧‧‧‧‧‧用聚氧化烯基來修飾
的，例如十六烷基
醇 [8]
8/895 ‧‧‧‧‧‧含有鍵合到不飽和脂
肪族基團上的矽，

合物。 [8]

例如乙烯基二甲聚

‧‧‧蛋白質；肽；其衍生物或降

矽氧烷 [8]

‧‧‧‧膠原質；明膠；角蛋白；
其衍生物或降解產品 [8]

8/66

8/86

的附註(1)中所定義的固醇類化

解產品 [8]
8/65

‧‧‧‧聚酯 [8]

二甲聚矽氧烷共聚

附註

8/64

8/85

‧‧‧‧酶 [8]

8/896 ‧‧‧‧‧‧含有除了矽、碳、氧
和氫之外的原子，
例如二甲聚矽氧烷
共聚醇磷酸酯 [8]
8/897 ‧‧‧‧‧‧‧含有鹵素，例如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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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氧烷 [8]
8/898 ‧‧‧‧‧‧‧含有氮，例如氨基

[2017.01]
8/9767 ‧‧‧‧‧松樹科（松科家族），
如松木或杉木[2017.01]

二甲聚矽氧烷、三
甲基甲矽基氨基二

8/9771 ‧‧‧‧銀杏植物門，如銀杏科
[銀杏家族][2017.01]

甲聚矽氧烷或二甲
聚矽氧烷丙基

8/9778 ‧‧‧‧買麻藤門，例如麻黃科
[麻黃][2017.01]

PG—甜菜鹼 [8]
8/899 ‧‧‧‧‧‧含有硫，例如 PG 丙

8/9783 ‧ ‧ ‧ ‧ 被 子 植 物 [ 被 子 植 物
門][2017.01]

基二甲聚矽氧烷硫
代硫酸鈉共聚醇 [8]
8/90
8/91
8/92

‧‧‧嵌段共聚物（8/89 優先）
[8]
‧‧‧接枝共聚物（8/89 優先）
[8]
‧‧油，脂肪或蠟類；其衍生物，

8/9789 ‧‧‧‧‧雙子葉植物綱[雙子葉
植物][2017.01]
8/9794 ‧ ‧ ‧ ‧ ‧ 百 合 綱 [ 單 子 葉 植
物][2017.01]
8/98

‧‧‧源自動物的

8/99

‧‧‧來自藻類或真菌以外的微生

例如，氫化產品 [8]
8/96

‧‧含結構未確定之原料，或其衍
生物 [8]

8/97

物，例如：原生動物或細

‧‧‧來自藻類、真菌類、地衣或

植物；源自其衍生物
[2006.01,2017.01]
8/9706 ‧‧‧‧藻類[2017.01]

菌[2006.01,2017.01]

9/00

配製品
9/02

‧塞劑；栓劑；塞劑或栓劑之基質
（製造裝置見 A61J3/08；引入
體內之設備見 A61M31/00）

8/9711 ‧‧‧‧‧褐藻植物或褐藻植物門
[棕色藻類]，例如：褐

以特殊物理形態為特徵之醫藥

9/06

‧軟膏劑；其基質（製造裝置見
A61J3/04）

藻(屬) [2017.01]
8/9717 ‧‧‧‧‧紅藻植物或紅藻植物門

9/08

‧溶液 [2,3]

[紅色藻類]，例如：紫

9/10

‧分散液；乳劑 [2,3]

菜(屬) [2017.01]

9/107 ‧‧乳劑 [5]

8/9722 ‧‧‧‧‧綠藻植物或綠藻植物門

9/113 ‧‧‧多重乳劑，例如油／水／
油 [5]

[綠色藻類]，例如：綠
球藻(屬) [2017.01]

9/12

‧‧氣霧劑；泡沫劑 [2,3]

8/9728 ‧‧‧‧菌類，如：酵母[2017.01]

9/127 ‧‧脂質體 [5]

8/9733 ‧‧‧‧地衣類[2017.01]

9/133 ‧‧‧單層囊 [5]

8/9739 ‧ ‧ ‧ ‧ 苔 蘚 植 物 門 [ 青

9/14

9/50）[2]

苔][2017.01]
8/9741 ‧ ‧ ‧ ‧ 蕨 類 植 物 門 [ 蕨 類 植
物][2017.01]
8/9749 ‧ ‧ ‧ ‧ ‧ 真 蕨 門 或 真 蕨 綱
[2017.01]
8/9755 ‧ ‧ ‧ ‧ 裸 子 植 物 [ 毬 果 植 物
門][2017.01]

9/16

‧‧塊狀；粒狀；微珠狀 [2]

9/18

‧‧吸附物 [2]

9/19

‧‧使冷凍乾燥者 [6]

9/20

‧丸劑、錠劑或片劑 [2]

9/22

‧‧持續釋放或間斷釋放型 [2]

9/24

‧‧‧分層或壓成薄片之單元劑型
[2]
‧‧‧載基中之分散粒子 [2]

8/9761 ‧‧‧‧‧柏樹科[檜木家族]，例
如 ： 柏 木 或 檜 木
A-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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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糖衣藥丸；包衣的丸劑或片劑

這些組成分的一種，應分入
31/00 至 47/00 各主目的最

9/30

[2]
‧‧‧有機包衣層 [2]

9/32
9/34
9/36

後。這些組成分可以是單一

‧‧‧‧含有固體合成聚合物者
[2]
‧‧‧‧含有天然樹膠或樹脂者
[2]
‧‧‧‧含有碳水化合物或其衍生

化合物或其他單一成分。[8]
根據附註⑴分類未確定的，
且其本身確定是新的和非顯
而易見的組合物的任何組成

物者（9/34 優先）[2]

9/40

‧‧‧‧含有蛋白質或其衍生物者
[2]
‧‧‧‧‧含有明膠者 [2]

9/42

‧‧‧‧含臘、高級脂肪酸、高級

9/38

分，也必須依據末位規則放
入主目 31/00 至 47/00 的最
後位置。該部分既可以是單
一的組成分，也可以是組合
物本身。[8]

脂肪醇或其衍生物，例

⑶ 根據附註⑴或⑵分類未確定

如巧克力 [2]
9/44

的，且被認為表了對檢索重

‧‧印花、壓紋、開槽或打孔者[2]

9/46

‧‧起泡劑 [2]

要的訊息組合物的任何組成

9/48

‧膠囊製劑，例如用明膠、巧克力

分，也可以依據末位規則放

製造者 [2]

入主目 31/00 至 47/00 的最

9/50

‧‧微型膠囊（9/52 優先）[2]

後位置。例如認為使用分類

9/51

‧‧‧毫微膠囊 [5]
‧‧持續釋放型或間斷釋放型 [2]

號組合能夠檢索到組合物是

9/52
9/54

‧‧‧含具有不同厚度或不同材料

這種情形。這種非強制性分
類應該作為”附加訊息”給

包衣層之分散的微粒 [2]
9/56

‧‧‧‧有機包衣層 [2]

9/58

9/62

‧‧‧‧‧含有固體合成聚合物者
[2]
‧‧‧‧‧含有天然樹膠或樹脂者
[2]
‧‧‧‧‧含有碳水化合物或其衍

9/64

生物者（9/60 優先）
[2]
‧‧‧‧‧含有蛋白質或其衍生物

9/60

者 [2]

出。[8]
31/00 含有機有效成分之醫藥配製品
[2]

附註
有機活性化合物與重金屬形
成的鹽或配合物不分入
31/28，31/555 或 31/7135，
除非有明確相反的指示，如

9/68

‧‧‧含有乳劑、懸濁液或溶液者
[2]
‧口香糖型 [2,8]

9/70

‧網狀、片狀或絲狀基質 [2]

環」和「與雜環稠合者」之

9/72

‧供吸煙或吸入用者 [2]

表達亦包括含二個或多個相

9/66

氯化甲紅素 31/555。[7]
在該主目中，「含其他的雜

同雜環之化合物。[7]

附註
組合物，即兩種或兩種以上

31/01 ‧烴類化合物 [2]

組成分的混合，若至少包含

31/015 ‧‧碳環族 [2]

A-173

A61K

31/02 ‧鹵代烴類 [2]

31/133 ‧‧含羥基者，例如神經鞘氨醇[7]

31/025 ‧‧碳環族 [2]

31/135 ‧‧有芳香環者，例如美沙酮 [2,7]

31/03 ‧‧‧芳香族 [2]

31/136 ‧‧‧含直接與芳香環相連之氨基

31/035 ‧‧有脂族不飽和鍵結者 [2]
31/04 ‧硝基化合物 [2]

者，例如苯胺 [7]
31/137 ‧‧‧芳香基烷基胺，例如苯丙胺

31/045 ‧羥基化合物，例如醇類；其鹽

、腎上腺素、沙丁胺醇、

類，例如醇化物（氫過氧化物見
31/327）[2,7]

麻黃鹼 [7]
31/138 ‧‧‧芳香環氧基烷基胺，例如心

31/047 ‧‧含二個或多個羥基者，例如山

得安、他莫席芬、苯氧芐

梨糖醇 [7]

胺（阿替洛爾見 31/165；

31/05 ‧‧酚類 [2]

吲哚洛爾見 31/404；噻嗎

31/055 ‧‧‧芳香環被鹵素取代者 [2]

洛爾見 31/5377）[7]

31/06 ‧‧‧芳香環被硝基取代者 [2]

31/14 ‧‧季胺化合物，例如乙基(3-烴

31/065 ‧‧二苯基取代之無環醇 [2]

苯基)二甲胺，膽鹼（甜菜鹼

31/07 ‧‧視黃醇化合物，如維生素 A

見 31/205）[2,8]

（視黃酸見 31/203）[2,7]

31/145 ‧‧含硫原子者，例如秋蘭姆類

31/075 ‧醚類或醛縮醇類 [2]

( N  C(S)  S  C(S)  N  或

31/08 ‧‧無環者，例如多聚甲醛 [2]

N  C(S)  S  S  C(S)  N  )

31/085 ‧‧具有一個醚鍵連於芳香環之環

；亞磺醯胺類(－N＝SO)；磺

碳原子上者 [2]

醯胺類(－N＝SO2)（異硫脲

31/09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此種
鍵者 [2]

見 31/155）[2,7]
31/15 ‧‧肟（ C  N  O  ）；肼

31/095 ‧硫、硒或碲之化合物，例如硫醇

[2]

31/10 ‧‧硫醚；硫氧化物；碸 [2]
31/105 ‧‧過硫化物（二硫化四烷基秋蘭
姆見 31/145；硫代磺酸見
31/185）[2]
31/11 ‧醛類 [2]
31/115 ‧‧甲醛 [2]
31/12 ‧酮類 [2]
31/121 ‧‧無環者 [7]
31/122 ‧‧含直接與環相連之氧原子者，
例如醌類、維生素 K1、地蒽
酚 [7]
31/125 ‧‧‧樟腦；其環上取代之衍生物
[2]
31/13 ‧胺類，例如金剛烷胺（31/04 優
先）[2]

N  N  ）

（ N  N

類 [2]

|

31/155

 N  C N

）；例如胍

（H2N-C(=NH)-NH2）；異脲
（HN=C(OH)NH2）；異硫脲
（HN=C(SH)-NH2）[2]
31/16 ‧醯胺，例如異羥肟酸 [2]
31/164 ‧‧含氨基醇的羧酸，例如神經醯
胺 [7]
31/165 ‧‧含芳香環者，例如秋水仙鹼、
阿替洛爾、氟柳雙胺 [2]
31/166 ‧‧‧甲醯胺的碳原子直接與芳香
環連接者，例如普魯卡因
胺、甲基芐肼、胃復安、
柳胺羥胺 [7]
31/167 ‧‧‧甲醯胺的氮原子直接與芳香

31/131 ‧‧無環者 [7]

環連接者，例如利多卡

31/132 ‧‧含兩個或多個氨基者，例如亞

因、對乙醯氨基酚 [7]

精胺、腐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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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S)  N 基團者，例如

酸、依地酸（EDTA）

尿素、硫脲、卡氮芥（異脲

（甜菜鹼見 31/205、

類、異硫脲類見 31/155；磺

脯氨酸見 31/401、色

醯脲類見 31/64）[2,7]

氨酸見 31/405、組氨
酸見 31/4172、未降

|

31/175 ‧‧‧含

N  C(O)  N N

，

解為單一氨基酸之肽

N  C(O)  N  N  或
|

N  C(O)  N N  基團
者，例如卡巴肼、卡巴

見 38/00）[7]
31/20 ‧‧‧有與至少 7 個碳原子的無環
鏈相連的羧基的，例如硬
脂酸、棕櫚酸或花生酸 [2]

[2,7]

31/201 ‧‧‧‧含一個或兩個雙鍵者，例
如油酸或亞麻油酸 [7]

31/18 ‧‧磺胺類（含有對－苯磺醯-N基之化合物見 31/63）[2]

31/202 ‧‧‧‧含三個或三個以上雙鍵
者，例如次亞麻油酸

31/185 ‧酸；酐、鹵化物或其鹽類，如硫

（二十碳類，例如白三
烯酸見 31/557）[7]

（異羥肟酸見 31/16；過酸見
31/327） [2,7]
31/19 ‧‧羧酸；例如丙戊酸（水楊酸見
31/60） [2,7]
31/191 ‧‧‧含兩個或多個羥基之無環羧
酸，例如葡萄糖酸 [7]
31/192 ‧‧‧含芳香族基團者，例如舒林
酸、2-芳香基-丙酸、依他
尼酸 [7]
31/194 ‧‧‧含兩個或多個羧基者，例如
琥珀酸，馬來酸或酞酸 [7]
31/195 ‧‧‧含氨基者 [2,7]

31/203 ‧‧‧‧視黃酸 [7]
31/205 ‧‧有機酸之胺加成鹽；內季胺
鹽，例如甜菜鹼 [2]
31/21 ‧酯類，例如硝酸甘油、硒代氰酸
鹽 [2]
31/215 ‧‧羧酸酯 [2]
31/216 ‧‧‧含芳香環酸的酯，例如胃復
康、氯苯丁酯 [7]
31/22 ‧‧‧無環酸者，例如帕伐他丁
[2]
31/221 ‧‧‧‧與含氨基之化合物的酯，
例如乙醯膽鹼、乙醯肉
鹼 [2]

附註
在該主目中，「氨基」亦包括
「醯氨基」[7]
31/196 ‧‧‧‧有直接與環相連之氨基

31/222 ‧‧‧‧與含芳香基之化合物的
酯，例如腎上腺素雙特
戊酸酯、多巴胺異丁酯
[7]
31/223 ‧‧‧‧α-氨基酸的酯 [7]

者，例如鄰氨基苯甲

31/225 ‧‧‧‧多羧酸 [2]

酸、甲滅酸、雙氯酚

31/23 ‧‧‧‧羧基與具有與至少含 7 個

酸、苯丁酸氮芥 [7]
31/197 ‧‧‧‧與同一無環碳鏈相連之氨

碳原子的鏈相連的羥基
的酸的酯 [2]

基與羧基者，例如γ-氨

31/231 ‧‧‧‧‧含一個或兩個雙鍵者[7]

基丁酸（GABA）
、β-丙

31/232 ‧‧‧‧‧含三個或三個以上雙鍵

氨酸、ε-氨基己酸、泛
酸（肉鹼見 31/205）[7]

者，如依曲替酯[7]
31/235 ‧‧‧具有一個連接於羧基上之芳

31/198 ‧‧‧‧‧α-氨基酸，例如丙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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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環者 [2]
31/24 ‧‧‧‧具有一個氨基或硝基者[2]
31/245 ‧‧‧‧‧氨基苯甲酸型，例如普
魯卡因，奴夫卡因
（含有水楊酸酯之配
製品見 31/60）[2]
31/25 ‧‧‧與聚氧烷基化醇的酯，例如
聚乙二醇之酯 [2]
31/255 ‧‧硫之含氧酸類或其含硫同類物
[2]
31/26 ‧‧氰酸酯或異氰酸酯；硫氰酸酯
或異硫氰酸酯 [2,7]
31/265 ‧‧碳酸、硫代碳酸或硫代羧酸
的酯，例如硫代醋酸、黃原
酸、三硫代碳酸的酯 [2]
31/27 ‧‧氨基甲酸或硫代氨基甲酸

梨醇 [2]
31/341 ‧‧‧‧未與另一個環稠合者，例
如呋喃硝胺、速尿、丁
呋心安、毒蕈鹼 [7]
31/343 ‧‧‧‧與碳環稠合者，例如香豆
滿、丁呋洛爾、苯呋心
安、氯苯呋醇、胺碘酮
[7]
31/345 ‧‧‧‧硝基呋喃類（硝化呋喃托
英見 31/4178）[2,7]
31/35 ‧‧‧具有僅以一個氧作為環雜原
子之六員環者 [2]
31/351 ‧‧‧‧未與另一環稠合者 [7]
31/352 ‧‧‧‧與碳環稠合者，例如大麻
酚、以胺太林 [7]
31/353 ‧‧‧‧‧3，4-二氫苯并吡喃，

的酯，如甲丙氨酯、卡巴膽
鹼、新斯的明 [2]
31/275 ‧腈；異腈 [2]
31/277 ‧‧有環者，例如維拉帕米 [7]

例如色滿、兒茶素 [7]
31/355 ‧‧‧‧‧‧生育酚，例如維生素
E [2]
31/357 ‧‧‧在同一個環中含有兩個或兩

31/28 ‧含有重金屬之化合物 [2]

個以上氧原子者，例如冠

31/282 ‧‧鉑化合物 [7]

醚、胍環定 [7]

31/285 ‧‧砷之化合物 [2]
31/29 ‧‧銻或鉍之化合物 [2]

31/36 ‧‧‧‧含有亞甲基二氧苯基之化
合物，例如芝麻素 [7]

31/295 ‧‧鐵族金屬之化合物 [2]

31/365 ‧‧‧內酯 [2]

31/30 ‧‧銅之化合物 [2]

31/366 ‧‧‧‧含六員環者，如δ-內酯
[7]
31/37 ‧‧‧‧‧香豆素，例如補骨酯內

31/305 ‧‧汞之化合物 [2]
31/31 ‧‧‧含有氮者 [2]

酯 [7]

31/315 ‧‧鋅之化合物 [2]
31/32 ‧‧錫之化合物 [2]
31/325 ‧氨基甲酸；硫代氨基甲酸；其酐
或鹽類（秋蘭姆見 31/145）[2]
31/327 ‧過氧化物，例如氫過氧化物、過
氧化物、過酸 [7]
31/33 ‧雜環化合物 [2]
31/335 ‧‧僅有氧作為環雜原子者，例如
制霉色基素 [2]
31/336 ‧‧‧含三員環者，例如環氧乙
烷、煙曲霉素 [7]
31/337 ‧‧‧含四員環者，例如紫衫酚[7]
31/34 ‧‧‧具有僅以一個氧作為環雜原
子之五員環者，例如異山

31/375 ‧‧‧‧抗壞血酸，即維生素 C；
其鹽類 [2]
31/38 ‧‧具有硫作為環雜原子者 [2]
31/381 ‧‧‧五員環者 [7]
31/382 ‧‧‧含六員環者，例如噻吨類
（氨碸噻吨見 31/496）[7]
31/385 ‧‧‧於同一環上具有兩個或兩個
以上硫原子者 [2]
31/39 ‧‧‧於同一環上具有氧原子者[2]
31/395 ‧‧以氮作為環異原子者，例如胍
乙啶或利福霉素 [2,7,2006.01]
31/396 ‧‧‧含三員環者，例如氮丙啶[7]
31/397 ‧‧‧含四員環者，例如氮雜環丁
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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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0 ‧‧‧具有僅以一個氮作為環雜原
子之五員環者，例如舒必

31/416 ‧‧‧‧‧與碳環稠合者，例如吲
唑或吡唑 [7]

利、琥珀醯亞胺、托爾米

31/4162‧‧‧‧‧與雜環稠合者 [7]

丁、甲氧吡丁苯 [2]

31/4164‧‧‧‧1，3-二唑 [7]

31/401 ‧‧‧‧脯氨酸；其衍生物，例如
疏甲丙脯酸 [7]
31/4015‧‧‧‧含有直接與雜環相連之氧
代基團者，例如腦復
康、乙琥胺 [7]
31/402 ‧‧‧‧ 1-芳基取代者，例如吡
咯他尼 [7]
31/4025‧‧‧‧未稠合且含有其他雜環
者，例如色滿卡林 [7]
31/403 ‧‧‧‧與碳環稠合者，例如咔唑
[7]
31/4035‧‧‧‧‧異吲哚類，例如肽醯亞
胺 [7]
31/404 ‧‧‧‧‧吲哚類，例如吲哚洛爾
[7]
31/4045‧‧‧‧‧‧吲哚-烷基胺；其醯
胺衍生物，例如血
清素、褪黑激素 [7]
31/405 ‧‧‧‧‧吲哚一鏈烷羧酸；其衍

31/4166‧‧‧‧‧含有直接與雜環相連之
氧代基團者，例如苯
妥英 [7]
31/4168‧‧‧‧‧在位置 2 與氮原子相連
者，例如可樂定 [7]
31/417 ‧‧‧‧‧咪唑-烷基胺， 例如組
胺，酚妥拉明 [7]
31/4172‧‧‧‧‧咪唑-鏈烷羧酸，例如
組胺酸 [7]
31/4174‧‧‧‧‧芳香基烷基咪唑，例如
氧甲唑啉、萘唑啉、
咪康唑 [7]
31/4178‧‧‧‧‧未稠合並含有其他雜環
者，例如毛果芸香
鹼、硝基呋喃妥英 [7]
31/4184‧‧‧‧‧與碳環稠合者，例如苯
并咪唑 [7]
31/4188‧‧‧‧‧與雜環稠合者，例如生
物素、索比尼爾 [7]

生物，例如色氨酸、

31/4192‧‧‧‧1，2，3-三唑 [7]

吲哚美辛 [2]

31/4196‧‧‧‧1，2，4-三唑 [7]

31/407 ‧‧‧‧與雜環稠合者，例如酮咯
酸、毒扁豆鹼 [7]
31/409

31/42 ‧‧‧‧噁唑 [7]
31/421 ‧‧‧‧‧1，3-噁唑，例如苯異
妥英、三甲噁唑烷二

吩衍生物、膽紅素、膽
氯素（氯化甲紅素、羥
高鐵紅素見 31/555）[7]
31/41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環雜原
子之五員環者，其中至少
有一個為氮原子，例如四
唑 [2]

酮 [7]
31/422 ‧‧‧‧‧未稠合並含有其他雜環
者 [7]
31/423 ‧‧‧‧‧與碳環稠合者 [7]
31/424 ‧‧‧‧‧與雜環稠合者，例如克
拉維酸 [7]
31/4245‧‧‧‧噁二唑 [7]

31/415 ‧‧‧‧1，2-二唑 [7]

31/425 ‧‧‧‧噻唑 [2,7]

31/4152‧‧‧‧‧含有直接與雜環相連之

31/426 ‧‧‧‧‧1，3-噻唑[7]

氧代基團者，例如安
替比林、保泰松、苯
磺唑酮 [7]
31/4155‧‧‧‧‧未稠合且含有其他雜環
者 [7]

31/427 ‧‧‧‧‧未稠合並含有其他雜環
者 [7]
31/428 ‧‧‧‧‧與碳環稠合者 [7]
31/429 ‧‧‧‧‧與雜環稠合者 [7]
31/43 ‧‧‧‧‧‧含 4-硫雜-1-氮雜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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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3.2.0] 庚烷環系
之化合物，即含下
列環系之化合物：

啶 [7]
31/4406‧‧‧‧‧僅在位置 3 被取代者，
例如齊美力定（煙酸
見 31/455）[7]
31/4409‧‧‧‧‧僅在位置 4 被取代者，
例如異煙肼、異煙醯

例如青霉素、青霉
烯 [2,6]
31/431 ‧‧‧‧‧‧‧含有其他雜環者，
例如羥基噻吩青霉

異丙肼 [7]
31/4412‧‧‧‧‧含有與雜環直接相連之
氧代基團者 [7]
31/4415‧‧‧‧‧吡哆醇，即維生素 B6

素、苯咪唑青霉

（磷酸吡多醛見

素、苯唑青霉素 [7]

31/675）[7]

31/433 ‧‧‧‧噻二唑 [7]

31/4418‧‧‧‧‧含有與雜環直接相連之

31/435 ‧‧‧具有僅以一個氮作為環雜原

碳環者，例如賽庚啶
[7]
31/4422‧‧‧‧‧1，4-二氫吡啶，例如

子之六員環者 [2]
31/4353‧‧‧‧與雜環鄰位稠合或迫位稠
合者 [7]
五員環之雜環系統 [7]

硝苯地平、尼卡地平
[7]
31/4425‧‧‧‧‧吡啶翁衍生物，例如解

31/436 ‧‧‧‧‧含有氧作為環異原子之

磷定、吡啶斯的明 [7]

31/4355‧‧‧‧‧含有氧作為環異原子之

六員環之雜環系統，

31/4427‧‧‧‧‧含有其他雜環者 [7]

例如雷帕霉素 [7]

31/443 ‧‧‧‧‧‧含有氧作為環異原子

31/4365‧‧‧‧‧含有硫原子作為環異原
子之雜環系統，例如
噻氯匹定 [7]
31/437 ‧‧‧‧‧含有氮作為環異原子之
五員環之雜環系統，
例如中氮茚、β-咔啉
[7]
31/4375‧‧‧‧‧含有氮作為環異原子之
六員環之雜環系統，
例如噻嗪、萘啶、小
檗鹼、長春蔓胺 [7]
31/438 ‧‧‧‧與碳環或雜環螺環稠合之
環系 [7]
31/439 ‧‧‧‧形成橋環系部分之環，例
如奎寧環（8-氮雜雙環
[3，2，1]辛烷見 31/46）
[7]
31/44 ‧‧‧‧非稠合之吡啶；其氫化之
衍生物 [2,7]
31/4402‧‧‧‧‧僅在位置 2 被取代者，
例如本吡胺，雙醋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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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員環者 [7]
31/4433‧‧‧‧‧‧含有氧作為環異原子
之六員環者 [7]
31/4436‧‧‧‧‧‧含有硫作為環異原子
之雜環者 [7]
31/4439‧‧‧‧‧‧含有氮作為環異原子
之五員環者，例如
奧美拉唑（尼古丁
見 31/465）[7]
31/444 ‧‧‧‧‧‧含有氮作為環異原子
之六員環者，例如
氨吡酮 [7]
31/445 ‧‧‧‧‧非稠合之哌啶，例如哌
羅卡因 [2,7]
31/4453‧‧‧‧‧‧僅在位置 1 被取代
者，例如丙哌卡
因、狄帕洛東 [7]
31/4458‧‧‧‧‧‧僅在位置 2 被取代
者，例如哌醋甲酯
[7]
31/4462‧‧‧‧‧‧僅在位置 3 被取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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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1/4465‧‧‧‧‧‧僅在位置 4 被取代者
[7]
31/4468‧‧‧‧‧‧含有直接與位置 4 相

31/465 ‧‧‧‧菸鹼；其衍生物 [2]
31/47 ‧‧‧‧喹啉；異喹啉 [2]

連之氮原子者，例

31/4704‧‧‧‧‧2-喹啉酮，例如喹諾酮
[7]
31/4706‧‧‧‧‧4-氨基喹啉；8-氨基喹

如氯波必利、芬太

啉，例如氯奎、伯氨

尼 [7]

喹 [7]

31/45 ‧‧‧‧‧‧含有與雜環直接相連
之氧代基團者，例
如放線菌酮 [2,7]
31/451 ‧‧‧‧‧‧含有與雜環直接相連

31/4709‧‧‧‧‧含有其他雜環之非稠合
喹啉 [7]
31/472 ‧‧‧‧‧非稠合之異喹啉，例如
罌粟鹼 [7]

之碳環者，例如苯

31/4725‧‧‧‧‧‧含有其他雜環者 [7]

乙哌啶酮、杜冷

31/473 ‧‧‧‧‧與碳環鄰位或迫位稠合

丁、洛派丁胺、苯

者，例如吖啶、菲啶
[7]
31/4738‧‧‧‧‧與雜環鄰位或迫位稠合

環利定、去痛定 [7]
31/4515‧‧‧‧‧‧於位置 1 具有丁醯苯
基者，例如氟哌啶
醇（醯胺哌啶酮見
31/4545）[7]
31/452 ‧‧‧‧‧‧哌啶翁衍生物（泮庫
溴銨見 31/58）[7]
31/4523‧‧‧‧‧‧含有其他雜環者 [7]
31/4525‧‧‧‧‧‧‧含有氧作為環異原
子之五員環者 [7]
31/453 ‧‧‧‧‧‧‧含有氧作為環異原
子之六員環者 [7]

者 [7]
31/4741‧‧‧‧‧‧與有氧作為環異原子
之環稠合者，例如
筒箭毒鹼衍生物、
諾斯卡品、荷包牡
丹鹼 [7]
31/4743‧‧‧‧‧‧與有硫作為環異原子
之環稠合者 [7]
31/4745‧‧‧‧‧‧與有氮作為環異原子
之環稠合者，例如

31/4535‧‧‧‧‧‧‧含有硫作為環異原

菲咯啉（育亨賓鹼

子之雜環者，例如

衍生物、長春花鹼

苯唑替吩 [7]

見 31/475；麥角靈

31/454 ‧‧‧‧‧‧‧含有氮作為環異原

衍生物見 31/48）[7]

子之五員環者，例

31/4747‧‧‧‧‧螺環稠合者 [7]

如匹莫齊特、多潘

31/4748‧‧‧‧‧形成橋環部分者（士的

立酮 [7]

寧見 31/475；嗎啡喃

31/4545‧‧‧‧‧‧‧含有氮作為環異原

衍生物見 31/485）[7]

子之六員環者，例

31/475 ‧‧‧‧‧有吲哚環者，例如育亨

如醯胺哌啶酮、新

賓鹼、利血平、士的

煙鹼 [7]

寧、長春花鹼（長春

31/455 ‧‧‧‧‧菸酸，即菸鹼酸；其衍
生物，例如酯，醯胺
[2]
31/46 ‧‧‧‧8-氮雜-二環 [3,2,1] 辛
烷；其衍生物，例如阿

蔓胺見 31/4375） [2,7]
31/48 ‧‧‧‧‧麥角寧衍生物，例如麥
角酸、麥角胺 [2,7]
31/485 ‧‧‧‧‧嗎啡喃衍生物，例如嗎
啡、可待因 [2,7]

托品、古柯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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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9 ‧‧‧‧‧金雞納鹼類，例如奎寧

啉、萘嵌間二氮雜苯

[2,7]
31/495 ‧‧‧具有僅以有兩個氮原子作為

[7]
31/519 ‧‧‧‧‧與雜環系統鄰位或迫位

環雜原子之六員環者，如
哌嗪（31/48 優先）[2]
31/496 ‧‧‧‧含其他雜環之非稠合哌
嗪，例如利福平、氨碸

稠合者 [7]
31/52 ‧‧‧‧‧‧嘌呤，例如腺嘌呤
[2,7]
31/522 ‧‧‧‧‧‧‧含有與雜環直接相
連之氧代基團者，

噻吨 [7]

例如次黃嘌呤、鳥

31/4965‧‧‧‧非稠合之吡嗪 [7]
31/497 ‧‧‧‧‧含其他雜環者 [7]
31/498 ‧‧‧‧與碳環鄰位或迫位稠合之
吡嗪或哌嗪，例如喹喔
啉、吩嗪 [7]
31/4985‧‧‧‧與雜環鄰位或迫位稠合之
吡嗪或哌嗪 [7]
31/499 ‧‧‧‧螺環稠合之吡嗪或哌嗪[7]
31/4995‧‧‧‧形成橋環部分之吡嗪或哌
嗪 [7]
31/50 ‧‧‧‧噠嗪；氫化噠嗪 [2,7]
31/501 ‧‧‧‧‧未稠合並含有其他雜環
者 [7]
31/502 ‧‧‧‧‧與碳環鄰位或迫位稠合
者，例如 1，2-二氮
雜萘、2，3-二氮雜萘
[7]
31/5025‧‧‧‧‧與雜環鄰位或迫位稠合
者 [7]
31/503 ‧‧‧‧‧螺環稠合者 [7]
31/504 ‧‧‧‧‧形成橋環部分者 [7]
31/505 ‧‧‧‧嘧啶；氫化嘧啶，例如甲
氧芐啶 [2,7]
31/506 ‧‧‧‧‧未稠合並含有其他雜環
者 [7]
31/51 ‧‧‧‧‧‧硫胺，例如維生素
B1 [2]
31/513 ‧‧‧‧‧含有與雜環直接相連之
氧代基團者，例如胞
嘧啶 [7]
31/515 ‧‧‧‧‧‧巴比妥酸類；其衍生
物，例如苯巴比妥
鈉 [2]
31/517 ‧‧‧‧‧與碳環系統鄰位或迫位
稠合者，例如喹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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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呤、無環鳥苷
[7]
31/525 ‧‧‧‧‧‧異咯嗪，例如核黃
素、維生素 B2 [2]
31/527 ‧‧‧‧‧螺環稠合者 [7]
31/529 ‧‧‧‧‧形成橋環部分者 [7]
31/53 ‧‧‧具有僅以三個氮原子作為環
雜原子之六員環者，例：
氯拉雜尼、三聚氰醯胺
（米拉索普見 31/555）[2]
31/535 ‧‧‧具有至少一個氮原子及一個
氧原子作為環雜原子之六
員環者，例如 1,2—噁嗪類
[2]
31/5355‧‧‧‧含有其他雜環之非稠合噁
嗪 [7]
31/536 ‧‧‧‧與碳環系統鄰位或迫位稠
合者 [7]
31/5365‧‧‧‧與雜環系統鄰位或迫位稠
合者 [7]
31/537 ‧‧‧‧螺環稠合或形成橋環部分
者 [7]
31/5375‧‧‧‧1，4-噁嗪類，例如，嗎
啉 [7]
31/5377‧‧‧‧‧非稠合者或含有其他雜
環者，例如噻嗎洛爾
[7]
31/538 ‧‧‧‧‧與碳環系統鄰位或迫位
稠合者 [7]
31/5383‧‧‧‧‧與雜環系統鄰位或迫位
稠合者 [7]
31/5386‧‧‧‧‧螺環稠合或形成橋環部
分者 [7]
31/539 ‧‧‧‧在相同環上具有兩個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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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氧原子者，例如二噁

異原子之五員環稠

嗪 [7]

合者，例如咪唑并

31/5395‧‧‧‧在相同環上具有兩個或多

苯并二氮雜卓、三

個氮原子者，例如二噁
嗪 [7]

唑 [7]
31/553 ‧‧‧‧具有至少一個氮原子與至

31/54 ‧‧‧具有至少一個氮原子及一個

少一個氧原子作為環異

硫原子作為環雜原子之六

原子者，例如洛沙平、

員環者，例如噻嗪磺胺 [2]

十字孢鹼 [7]

31/541 ‧‧‧‧含有另外的雜環的非稠合

31/554 ‧‧‧‧具有至少一個氮原子與至

噻嗪 [7]

少一個硫原子作為環異

31/5415‧‧‧‧與碳環系統鄰位或迫位稠

原子者，例如氯噻平、

合者，例如吩噻嗪、氯
丙嗪、吡羅昔康 [7]

地爾硫卓 [7]
31/555 ‧‧含重金屬者，例如氯化甲紅

31/542 ‧‧‧‧與雜環系統鄰位或迫位稠

素、羥高鐵甲紅素、米拉索

合者 [7]
31/545 ‧‧‧‧‧含 5-硫雜-1-氮雜雙環

普 [2]
31/557 ‧二十碳類，例如白三烯酸〔3，

[4,2,0] 辛烷環系的化
合物，即含下列環系

7〕
31/5575‧‧具有環戊烷環者，例如前列腺

之化合物，

素 E2、前列腺素 F2-α [7]
31/5578‧‧具有并環戊二烯環者，例如
carbacyclin、伊洛前列素 [7]
31/558 ‧‧具有氧原子作為僅有之環異原

例如頭孢菌素、氮頭
孢菌素、頭孢菌素Ⅰ

子的雜環者，例如血栓烷 [7]
31/5585‧‧‧具有氧原子作為僅有之環異

Ⅴ [2,6]

原子的五員環者，例如前

31/546 ‧‧‧‧‧‧含有其他雜環者，例
如頭孢菌素Ⅰ [7]

列腺環素 [7]
31/559 ‧‧具有含除氧原子之外的異原子

31/547 ‧‧‧‧螺環稠合或形成橋環部分
者 [7]

的雜環者 [7]
31/56 ‧含環戊[a]氫化菲環系之化合

31/548 ‧‧‧‧在相同環上具有兩個或多

物；其衍生物，例如類固醇

個硫原子者 [7]

[4，7]

31/549 ‧‧‧‧在相同環上具有兩個或多
個氮原子者，例如雙氫
氯噻嗪 [7]
31/55 ‧‧‧有七員環者，例如氮卓斯
汀、戊四唑 [2]
31/551 ‧‧‧‧具有兩個氮原子作為環異
原子者，例如氯氮平、
地拉齊普 [7]
31/5513‧‧‧‧‧1，4-苯并二氮雜卓，
例如地西泮 [7]
31/5517‧‧‧‧‧‧與具有氮原子作為環

附註
注意次類 C07J 標題後之附註，
其中解釋了術語「類固醇」所
包含之內容 [7]
31/565 ‧‧於 17-β位置未被碳原子取代
者，例如雌烷，雌二醇 [2]
31/566 ‧‧‧在 17 位置具有氧代基團
者，例如雌酮 [7]
31/567 ‧‧‧17-α位置被取代者，例如
A-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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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雌醇、19-去甲-17-α-乙
基睪酮 [7]
31/568 ‧‧‧在 10 和 13 位置由至少含有
一個碳原子的鏈取代者，
例如雄甾烷、睪酮 [7]
31/5685‧‧‧‧在 17-β位置具有氧代基
團者，例如雄甾酮 [7]
31/569 ‧‧‧‧在 17-α位置被取代者，
例如羥脫水孕酮 [7]
31/57 ‧‧於 17-β位置被含兩個碳原子
之鏈取代者，例如孕烷、孕
酮 [2]
31/573 ‧‧‧在 21 位置被取代者，例如
可體松、地塞米松、強的
松 [7]
31/575 ‧‧於 17-β位置被含三個或三個

水楊酸 [7]
31/618 ‧‧在位置 1 上具有酯化之羥基
者，例如雙水楊酯 [7]
31/621 ‧‧‧在位置 2 上具有酯化之羥基
者，例如貝諾酯 [7]
31/625 ‧‧有雜環取代基者，例如 4-水
楊醯嗎啉（水楊酸偶氮磺胺
吡啶見 31/635） [2,7]
31/63 ‧含有對-N-苯磺醯-N 基之化合物
者，例如磺胺、P-硝基苯磺醯 [2]
31/635 ‧‧具有一雜環者，例如磺胺嘧啶
[2]
31/64 ‧磺醯脲，例如優降糖、甲苯磺丁
脲、氯磺丙脲 [2]
31/65 ‧四環素類 [2]
31/655 ‧偶氮基（－N＝N－）
，重氮基

以上碳原子之鏈取代者，例

（＝N2），氧化偶氮基

如膽烷、膽甾烷，麥角甾

（ N  O  N ）或

醇、谷甾醇 [2]

（ N(  O)  N ），疊氮基（－

31/58 ‧‧含有雜環者，例如醛甾酮、炔
羥雄烯唑、司坦唑、雙季松

N3）或重氮氨基
（  N  N  N ）之化合物 [2]

龍、洋地黃造苷配基（洋地

31/66 ‧磷之化合物 [2]

黃毒苷 31/704） [2,7]

31/661 ‧‧不具有 P-C 鍵之磷酸或其酯，

31/585 ‧‧‧含有內酯環者，例如氧雄

例如磷酸二氫水楊酸酯、雙

龍，二羥蟾毒二烯酸內酯
[2]
31/59 ‧含有 9，10-開環-環戊[a]氫化菲

金霉素、馬拉硫磷 [7]

環系之化合物 [2]
31/592 ‧‧9，10-開環麥角甾烷衍生物，
例如麥角骨化醇、維生素 D2
[7]
31/593 ‧‧9，10-開環膽甾烷，例如膽骨
化醇、維生素 D3 [7]
31/60 ‧水楊酸；其衍生物 [2]
31/603 ‧‧具有其他芳香環者，例如二氟
苯水楊酸 [7]
31/606 ‧‧具有氨基者 [7]
31/609 ‧‧醯胺，例如水楊醯胺 [7]
31/612 ‧‧在位置 2 上具有酯化之羥基
者，例如水楊基硫酸（磷酸
二氫水楊酸酯見 31/661）[7]
31/616 ‧‧‧藉由羧酸酯化者，例如乙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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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615‧‧‧具有兩個或多個酯化磷酸基
團之化合物，例如肌醇三
磷酸酯、肌醇六磷酸 [7]
31/662 ‧‧具有 P-C 鍵之磷酸或其酯，例
如磷卡萘、敵百蟲 [7]
31/663 ‧‧‧具有兩個或多個磷酸基團或
其酯之化合物，例如氯屈
膦酸、帕米膦酸 [7]
31/664 ‧‧磷酸之醯胺 [7]
31/665 ‧‧具有氧作為環雜原子者，例如
磷霉素 [2]
31/67 ‧‧具有硫作為環雜原子者 [2]
31/675 ‧‧具有氮作為環雜原子者，例如
吡多醛磷酸 [2]
31/683 ‧‧與兩種羥基化合物形成之磷酸
二酯，例如磷脂醯肌醇 [7]
31/685 ‧‧‧其中一種羥基化合物具有氮

A61K

原子，例如磷脂醯絲氨

那霉素、有效霉素、福

酸、卵磷脂 [2,7]

提霉素 [7]

31/688 ‧‧‧兩種羥基化合物都具有氮原
子，例如神經鞘磷脂 [7]

31/704 ‧‧‧‧與稠合之碳環相連者，例
如蕃瀉葉苷、硫代秋水

31/69 ‧硼之化合物 [2]

仙鹼苷、七葉樹皂角

31/695 ‧矽之化合物 [2]

素、柔紅霉素、洋地黃

31/70 ‧碳水化合物；糖；其衍生物（山

毒苷 [7]

梨糖醇見 31/047） [2,7]

31/7042‧‧含有糖基與雜環之化合物 [7]
31/7048‧‧‧含有氧作為異環原子者，例

附註

如 leucoglucosan、橘皮

在本主目中，使用次類 C07H
標題後附註(3)所表述之意思 [7]
31/7004‧‧僅僅具有碳、氫和氧原子之單
糖 [7]
31/7008‧‧具有與糖基團之碳原子直接相
連之氨基之化合物，例如 D半乳糖胺、雷莫斯汀 [7]
31/7012‧‧具有直接或藉由碳鏈與糖基團
之碳原子相連之游離或酯化
羧基之化合物，例如葡萄糖
醛酸、神經氨糖酸（葡萄糖
酸見 31/191；抗壞血酸見
31/375）[7]
31/7016‧‧雙糖，例如乳糖、乳果糖（乳
糖酸見 31/7032）[7]
31/702 ‧‧寡糖，即含有彼此藉由配糖鍵
連接之三至五糖基者 [7]
31/7024‧‧糖的酯 [7]
31/7028‧‧含有藉由配糖鍵與非糖化合物
連接之糖基之化合物 [7]
31/7032‧‧‧與多元醇連接，即含有兩個
或三個游離或者酯化之羥
基（包括配糖鍵中包含的
羥基）之化合物，例如葡
萄糖機-二醯基甘油酯、乳
糖酸、神經節苷脂 [7]
31/7034‧‧‧與碳環化合物相連者，例如
根皮苷 [7]
31/7036‧‧‧‧有至少一個直接與碳環相
連之氨基者，例如鏈霉
素、艮他霉素、丁胺卡

苷、紅霉素、制霉菌素 [7]
31/7052‧‧‧含有氮作為異環原子者，例
如核苷、核苷酸 [7]
31/7056‧‧‧‧含有氮作為異環原子者之
五員環者 [7]
31/706 ‧‧‧‧含有氮作為異環原子者之
六員環者 [7]
31/7064‧‧‧‧‧含有稠合或非稠合之嘧
啶者 [7]
31/7068‧‧‧‧‧‧含有直接與嘧啶環相
連之氧代基團者，
例如胞苷、胞苷酸
[7]
31/7072‧‧‧‧‧‧‧含有兩個直接與嘧
啶環相連之氧代
基團者，例如尿
苷、尿苷酸、胸
腺嘧啶脫氧核
苷、疊氮胸苷 [7]
31/7076‧‧‧‧‧‧含有嘌呤 者，例如
腺苷、腺苷磷酸 [7]
31/708 ‧‧‧‧‧‧‧含有直接與嘌呤環
相連之氧代基團
者，例如鳥苷、鳥
苷酸 [7]
31/7084‧‧含有兩個核苷和核苷酸之化合
物者，如煙醯胺-腺嘌呤二核
苷酸、黃素-腺嘌呤二核苷酸
[7]
31/7088‧‧含有三個或更多個核苷或核苷
酸之化合物 [7]
31/7105‧‧‧天然核糖核酸，即僅含有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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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嘌呤、鳥嘌呤、胞嘧啶

31/731 ‧‧‧鹿角菜膠 [7]

或尿嘧啶相連之核糖並含

31/732 ‧‧‧果膠 [7]

有 3’，5’-磷酸二酯鍵者 [7]

31/733 ‧‧‧果聚糖，例如菊糖 [7]

31/711 ‧‧‧天然去氧核糖核酸，即僅含

31/734 ‧‧‧藻酸 [7]

有與腺嘌呤、鳥嘌呤、胞

31/736 ‧‧‧葡甘露聚糖或半乳甘露聚

嘧啶或尿嘧啶、或胸腺嘧

糖，例如槐樹豆膠、瓜爾

啶相連之 2’-去氧核糖並含

膠 [7]

有 3’，5’-磷酸二酯鍵者 [7]
31/7115 ‧‧‧含有修飾鹼基，即非腺嘌
呤、鳥嘌呤、胞嘧啶、尿

31/737 ‧‧‧硫酸化多糖，例如硫酸軟骨
素、硫酸皮膚素（31/727
優先）[7]

嘧啶、或胸腺嘧啶之核酸

31/738 ‧‧‧交互連接之多糖 [7]

或寡核苷酸 [7]

31/739 ‧‧‧脂多糖 [7]

31/712 ‧‧‧含有修飾糖，即非核糖或
2’
–去氧核糖之核酸或寡核
苷酸 [7]
31/7125‧‧‧含有修飾核苷酸間鏈合，即

31/74 ‧合成的聚合材料 [2]
31/745 ‧‧烴類聚合物 [2]
31/75 ‧‧‧乙烯 [2]
31/755 ‧‧含有鹵素之聚合物 [2]
31/76 ‧‧‧氯乙烯 [2]

非 3’，5’–磷酸二酯鍵之核

31/765 ‧‧含有氧之聚合物 [2]

酸或寡核苷酸 [7]

31/77 ‧‧‧環氧乙烷 [2]

31/713 ‧‧‧雙股之核酸或寡核苷酸 [7]

31/775 ‧‧‧酚醛樹脂 [2]

31/7135‧‧含有重金屬之化合物 [7]

31/78 ‧‧‧丙烯酸或其衍生物之聚合物
[2]
31/785 ‧‧含有氮之聚合物 [2]

31/714 ‧‧‧鈷胺類，例如氰鈷胺、維生
素 B12 [7]
31/715 ‧‧多糖類，即含有五個以上彼此
藉由配糖鍵相連的糖基者；
其衍生物，例如醚、酯 [2]

31/787 ‧‧‧含有氮作為環異原子之雜環
者 [7]
31/79 ‧‧‧乙烯吡咯烷酮 [2]

31/716 ‧‧‧葡聚糖 [7]

31/795 ‧‧含有硫之聚合物 [2]

31/717 ‧‧‧‧纖維素 [7]

31/80 ‧‧含有不包括於 31/755 至

31/718 ‧‧‧‧澱粉或降解的澱粉，例如
直鏈澱粉、支鏈澱粉 [7]
31/719 ‧‧‧‧芽霉菌糖 [7]
31/721 ‧‧‧‧右旋糖酐 [7]
31/722 ‧‧‧‧幾丁質，去乙醯殼多糖
[7]
31/723 ‧‧‧‧黃原膠 [7]
31/724 ‧‧‧‧環狀糊精 [7]
31/726 ‧‧‧糖胺聚糖，即黏多糖（硫酸
軟骨素、硫酸皮膚素見
31/737）

31/795 各目中之雜原子之聚
合物

33/00 含無機有效成分之醫用配製品
[2]
33/02 ‧氨；其化合物 [2]
33/04 ‧硫、硒或碲；其化合物 [2]
33/06 ‧鋁、鈣或鎂；其化合物 [2]
33/08 ‧‧氧化物；氫氧化物 [2]
33/10 ‧‧碳酸鹽；重碳酸鹽 [2]
33/12 ‧‧矽酸鎂 [2]

31/728 ‧‧‧‧透明質酸 [7]

33/14 ‧鹼金屬氯化物；鹼土金屬氯化物
[2]
33/16 ‧氟之化合物 [2]

31/729 ‧‧‧瓊脂；瓊脂糖；瓊脂膠 [7]

33/18 ‧碘；其化合物 [2]

31/727 ‧‧‧‧肝素；類肝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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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0 ‧元素氯；釋放氯之無機化合物

35/08 ‧‧礦泉水；海水 [2,2015.01]

[2]
33/22 ‧硼之化合物 [2]

35/10 ‧‧泥炭；琥珀；草碳；腐植質
[2,2015.01]
35/12 ‧來自哺乳動物之材料；包含非特

33/24 ‧重金屬；其化合物
[2,2006.01,2019.01]
33/241 ‧‧鉛；其化合物 [2019.01]

定組織或細胞之組成物；包含非
胚胎幹細胞之組成物；基因修飾

33/242 ‧‧金；其化合物[2019.01]

細胞(含抗原或抗體的疫苗或醫

33/243 ‧‧鉑；其化合物[2019.01]

藥準備物見 39/00)
[2,2006.01,2015.01]

33/244 ‧‧鑭系元素；其化合物（用於治
療或體內試驗用之含有放射
性鑭系元素的醫藥配製品見
51/00） [2019.01]
33/245 ‧‧鉍；其化合物[2019.01]
33/26 ‧‧鐵；其化合物 [2]
33/28 ‧‧汞；其化合物 [2]
33/30 ‧‧鋅；其化合物 [2]
33/32 ‧‧錳；其化合物 [2]
33/34 ‧‧銅；其化合物 [2]
33/36 ‧‧砷；其化合物 [2]
33/38 ‧‧銀；其化合物 [2]
33/40 ‧過氧化物 [2]
33/42 ‧磷；其化合物 [2]

附註
若該細胞為特徵，則應分入包
含對應之組織或組織來源的目
次。[2015.01]
35/13 ‧‧腫瘤細胞，不考慮組織來源
（腫瘤疫苗見 39/00）
[2015.01]
35/14 ‧‧血液；人工血液（全氟化碳見
A61K 31/02；臍帶血見
31/51；血紅蛋白見 38/42）
[2,2015.01]
35/15 ‧‧ ‧骨髓系細胞，如粒細胞、

33/44 ‧元素碳，例如炭、碳黑 [2]

嗜鹼性粒細胞、嗜酸性粒

35/00 含有結構未定之材料或反應產

細胞、中性粒細胞、白細

物的醫用配製品 [2]

胞、單核細胞、巨噬細胞
或肥大細胞；髓樣前體細
胞；抗原呈遞細胞，如樹

附註
需根據每個活

突細胞(具一特定抗原見
39/00；結合抗體或其片

性成分或材料分類。每個活

段，及血液來源的細胞之

性成分或材料皆需分入最後

療法見 39/00)[2015.01]

適當位置。[2015.01]
⑵當分入本主目時，只要涉及
有關的色層分析法的一般意

35/16 ‧‧‧血漿；血清（臍帶血見
35/51）[2,2015.01]
35/17 ‧‧‧淋巴細胞；B-細胞；T-細

義的技術主題，也要分入

胞；自然殺傷細胞；干擾

B01D15/08。[8]

素活化或細胞激素活化的

35/02 ‧來自非生命物質者（碳見
33/44） [2,2015.01]
35/04 ‧‧焦油；瀝青；礦物油；瀝青磺
酸銨[2]
35/06 ‧‧‧礦物油，如基於芳香烴類的
石蠟油或芳香油[2]

淋巴細胞（由一特定抗原
活化者見 39/00）[2015.01]
35/18 ‧‧‧血紅細胞（血紅蛋白見
38/42 ）[2,2015.01]
35/19 ‧‧‧血小板；巨核細胞[2015.01]
35/20 ‧‧奶；乳清；初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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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尿；泌尿道系統，如腎臟或膀
胱；腎小球環間膜細胞；腎

[3,2015.01]
35/407 ‧‧‧肝；肝細胞 [3,2015.01]

間質細胞；腎上腺[2,2015.01]

35/413 ‧‧‧膽囊；膽汁 [3,2015.01]

35/23 （轉見 35/22、35/57）
35/24 ‧‧黏液；黏液腺；黏液囊；滑
液；關節腔液；排泄物；脊
髓液（唾液見 35/38）
[2,2015.01]
35/26 ‧‧淋巴；淋巴結；胸腺；脾；脾
細胞；胸腺細胞 [2,2015.01]
35/28 ‧‧骨髓；造血幹細胞；任何來源
的間質幹細胞，如脂肪來源
的幹細胞[2,2015.01]
35/30 ‧‧神經；腦；眼睛；角膜細胞；
腦脊液；神經幹細胞；神經
前體細胞；神經膠質細胞；
少突膠質細胞；雪旺氏細

35/42 ‧‧呼吸系統，如肺、支氣管或肺
細胞[2,2015.01]
35/44 ‧‧血管；血管平滑肌細胞；內皮
細胞；內皮祖細胞 [2,2015.01]
35/48 ‧‧生殖器官 [2,2015.01]
35/50 ‧‧‧胎盤；胎盤幹細胞；羊水；
羊膜；羊水幹細胞
[2,2015.01]
35/51 ‧‧‧臍帶；臍帶血；臍帶血幹細
胞[2015.01]
35/52 ‧‧‧精子；前列腺；精液；睾丸
間質細胞[2,2015.01]
35/54 ‧‧‧卵巢；卵；胚珠；胚胎；胎
細胞；生殖細胞[2,2015.01]

胞；星形膠質細胞；星形膠

35/545 ‧‧‧‧胚胎幹細胞；多能幹細

質細胞；脈絡叢；脊髓組織
[2,2015.01]
35/32 ‧‧骨；骨細胞；成骨細胞；肌

胞；誘導多能幹細胞；
35/55 ‧‧不包括於次目 35/22 至 35/45

腱；肌腱細胞；牙；齒原細

的腺體，如甲狀腺、副甲狀

無特徵性幹細胞[2015.01]

胞；軟骨；軟骨細胞；滑膜
[2,2015.01]
35/33 ‧‧纖維母細胞 [2015.01]

腺或松果腺[3,2015.01]
35/56 ‧來自非哺乳動物之其它動物的材

35/34 ‧‧肌肉；平滑肌細胞；心臟；心

35/57 ‧‧鳥類；來自鳥類的材料，如

料 [2]

肌幹細胞；成肌細胞；肌細

蛋、羽毛、蛋白、蛋黃、雞

胞；心肌細胞（血管平滑肌

內金[2015.01]

見 35/44 ） [2,2015.01]
35/35 ‧‧脂肪組織；脂肪細胞；基質細
胞；結締組織（脂肪來源的

35/58 ‧‧爬蟲類（來自蛇類的抗原見
39/38）[2,2015.01]
35/583 ‧‧‧蛇；蜥蜴類，如變色龍（蛇

幹細胞見 35/28；膠原蛋白見

毒蛋白的治療用途見

38/39）[2015.01]

38/00）[2015.01]

35/36 ‧‧皮膚；毛髮；指甲；皮脂腺；

35/586 ‧‧‧龜；陸龜，如甲魚[2015.01]

耳垢；表皮；上皮細胞；角

35/60 ‧‧魚類，如海馬；魚卵 [2]

質細胞；蘭格漢氏細胞；外

35/612 ‧‧甲殼動物，如蟹、龍蝦、蝦、

胚層細胞（胰島見 35/39）
[4,2015.01]
35/37 ‧‧消化系統 [3,2015.01]

35/614 ‧‧刺絲胞動物，如海葵、珊瑚、

35/38 ‧‧‧胃；腸；杯狀細胞；口腔粘

35/616 ‧‧棘皮動物，如海星、海參或海

膜；唾液[3,2015.01]
35/39 ‧‧‧胰腺；胰島（表皮的蘭格漢
氏細胞見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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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蠣、蛤蜊、魷魚、章魚、

藻，如螺旋藻（藻類、微

墨魚、蝸牛或蛞蝓[2015.01]

藻或微生植物見 36/02）
[2015.01]
35/76 ‧‧病毒；亞病毒顆粒；噬菌體
[2,2015.01]
35/761 ‧‧‧腺病毒[2015.01]

35/62 ‧‧水蛭；蠕蟲類，如絛蟲、線
蟲、蛔蟲、蚯蚓、絲蟲、鉤
蟲、旋毛蟲[2]
35/63 ‧‧節肢動物（水生甲殼動物見
35/612）[2015.01]
35/64 ‧‧‧昆蟲，例如蜜蜂、黃蜂、跳
蚤[2,2015.01]
35/644 ‧‧‧‧蜂蠟；蜂膠；蜂王漿；蜂
蜜[2015.01]
35/646 ‧‧‧蛛形綱動物，如蜘蛛、蠍
子、蜱或蟎[2015.01]
35/648 ‧‧‧多足類動物，如蜈蚣、馬陸
[2015.01]
35/65 ‧‧兩棲類，如蟾蜍、青蛙、蠑螈
[2015.01]
35/655 ‧‧不包括於次目 35/57 至 35/65

35/763 ‧‧‧皰疹病毒[2015.01]
35/765 ‧‧‧裏奧病毒；輪狀病毒
[2015.01]
35/766 ‧‧‧棒狀病毒，如水泡性口炎病
毒[2015.01]
35/768 ‧‧‧其他次目不包含的溶瘤病毒
[2015.01]
35/78 (轉入 A61K36/00)
35/80 (轉入 A61K36/02)
35/82 (轉入 A61K36/09)
35/84 (轉入 A61K36/06)

36/00 含來自藻類、苔蘚、真菌或植

的水生動物[2015.01]

物或衍生自此之組成成分不明

35/66 ‧微生物或來自微生物之材料（真
菌、酵母菌或念珠菌見 36/06）
[2,2015.01]
35/68 ‧‧原生動物，如鞭毛蟲、變形
蟲、孢子蟲、瘧原蟲或弓形
蟲[2]

確的藥物製劑，例如傳統草藥
[8]

附註
在本主目之中，所給予的是

35/70 (轉入 A61K36/06)

植物的俗名，而在其後之括

35/72 (轉入 A61K36/06)

號之內所給予的是相對應之

35/74 ‧‧細菌（細菌蛋白的治療用途見

拉丁名。[8]

38/00）[2,2015.01]
35/741 ‧‧‧益生菌（益生酵母菌，如釀
母菌見 36/06）[2015.01]
35/742 ‧‧‧‧芽孢菌，如凝結芽孢桿
菌、枯草芽孢桿菌、梭
狀芽孢桿菌或乳酸芽孢
桿菌[2015.01]
35/744 ‧‧‧‧乳酸菌，如腸球菌、片球
菌、乳酸球菌、鏈球菌
或白念珠菌[2015.01]

⑵ 在本主目之中，最好加入索
引碼 125/00 至 135/00。[8]
36/02 ‧藻類 [8]
36/03 ‧‧褐藻門（brown algae），如墨
角藻屬 [8]
36/04 ‧‧紅藻門（red algae）
，如紫菜
屬 [8]
36/05 ‧‧綠藻門（green algae），如小
球藻 [8]
36/06 ‧真菌類，如酵母 [8]

35/745 ‧‧‧‧‧雙歧桿菌[2015.01]

36/062 ‧‧子囊菌門 [8]

35/747 ‧‧‧‧‧乳酸桿菌，如嗜酸乳桿

36/064 ‧‧‧酵母菌科，如酵母菌 [8]

菌或短毛乳酸桿菌
[2015.01]
35/748 ‧‧‧藍藻，即藍綠細菌；藍綠

36/066 ‧‧‧麥角菌科 [8]
36/068 ‧‧‧‧蟲草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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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7 ‧‧擔子菌門，如隱球菌屬 [8]

36/24 ‧ ‧ ‧ 夾 竹 桃 科 （ Dogbane

36/074 ‧‧‧靈芝屬 [8]

family ），如鷄蛋 花屬或長

36/076 ‧‧‧茯苓屬 [8]

春花 [8]

36/09 ‧地衣 [8]

36/25 ‧‧‧五加科（Ginseng family），

36/10 ‧苔蘚植物門（mosses） [8]

如常長藤、楤木、鵝掌藤

36/11 ‧ 蕨 類 植 物 門 或 羊 齒 植 物 門

或通脫木 [8]

（ferns） [8]

36/254 ‧‧‧‧五加屬 [8]

36/12 ‧‧羊齒綱或蕨類 [8]

36/258 ‧‧‧‧人參屬（ginseng） [8]

36/126 ‧‧‧槲蕨屬 [8]

36/26 ‧ ‧ ‧ 馬 兜 鈴 科 （ Birthwort

36/13 ‧裸子植物亞門（gymnosperms）
[8]
36/14 ‧‧柏科（Cypress family）
，如刺
松或柏樹 [8]
36/15 ‧‧松科（Pine family）
，如松樹
或雪松 [8]
36/16 ‧ 銀 杏 門 ， 如 銀 杏 科 （ Ginkgo
family） [8]
36/17 ‧麻黃門，如麻黃科（Mormon-tea
family） [8]
36/18 ‧被子植物亞門（ angiosperms）
[8]
36/185 ‧‧雙子葉植物綱
（dicotyledons） [8]

family），如細辛 [8]
36/264 ‧ ‧ ‧ ‧ 馬 兜 鈴 屬 （ Dutchman’s
pipe） [8]
36/268 ‧‧‧‧細辛屬（wild ginger） [8]
36/27 ‧ ‧ ‧ 夢 摩 科 （ Milkweed
family），如球蘭 [8]
36/28 ‧ ‧ ‧ 紫 菀 科 或 菊 科 （ Aster or
Sunflower family ）， 如 甘
菊，小白菊，蓍草或松果
菊屬或紫錐花屬 [8]
36/282 ‧‧‧‧艾屬，如苦艾或三齒蒿
[8]
36/284 ‧‧‧‧蒼術屬 [8]
36/285 ‧‧‧‧雲木香屬 [8]

36/19 ‧‧‧爵床科（Acanthus family）
[8]
36/195 ‧‧‧‧馬藍屬 [8]

36/286 ‧‧‧‧紅花屬（distaff thistle）
[8]
36/287 ‧‧‧‧菊屬，如雛菊 [8]

36/20 ‧‧‧槭樹科（Maple family） [8]

36/288 ‧‧ ‧‧蒲公 英屬（ dandelion）
[8]
36/289 ‧‧‧‧川木香屬 [8]

36/21 ‧‧‧莧科（Amaranth family），
如藜，rockwort 或千日紅 [8]
36/22 ‧‧‧漆樹科（Sumac family）
，如
黃楊木、漆樹或毒葛 [8]
36/23 ‧‧‧繖形科（Carrot family）
，如

36/29 ‧‧‧小檗科（Barberry family）
，
如伏牛花，升麻類藥草或
盾葉鬼臼 [8]

蒔蘿草、細葉芹、芫荽或

36/296 ‧‧‧‧淫羊藿屬 [8]

土茴香 [8]

36/30 ‧‧‧紫草科（Borage family），

36/232 ‧‧‧‧當歸屬 [8]

如聚合草，療肺草或勿忘

36/233 ‧‧‧‧柴胡屬 [8]

草 [8]

36/234 ‧ ‧ ‧ ‧ 蛇 床 屬 （ snowparsley ）
[8]
36/235 ‧‧‧‧小茴香屬（fennel） [8]

36/31 ‧ ‧ ‧ 十 字 花 科 （ Mustard

36/236 ‧ ‧ ‧ ‧ 藁 本 屬 （ licorice-root ）
[8]
36/237 ‧‧‧‧羌活屬 [8]

36/315 ‧‧‧‧菘藍屬，如歐洲菘藍 [8]

36/238 ‧‧‧‧防風屬 [8]

36/324 ‧‧‧‧乳香屬，如乳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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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球莖甘藍 [8]
36/32 ‧ ‧ ‧ 橄 欖 科 （ Frankinc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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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28 ‧‧‧‧密兒拉屬，如麥加沒藥或
麥加香脂 [8]
36/33 ‧‧‧仙人掌科（Cactus family）
，
如刺梨或仙影拳 [8]

如蓖麻（castorbean） [8]
36/48 ‧‧‧豆科（Pea or Legume
family）；蘇木科；含羞草
科；蠂形花科 [8]

36/34 ‧‧‧桔梗科（Bellflower family）
[8]
36/342 ‧‧‧‧沙參屬 [8]

36/481 ‧‧‧‧紫雲英屬（milkvetch）[8]

36/344 ‧‧‧‧黨參屬 [8]

36/484 ‧‧‧‧甘草屬（licorice） [8]

36/346 ‧‧‧‧桔梗屬 [8]

36/485 ‧‧‧‧美口袋屬 [8]

36/35 ‧ ‧ ‧ 忍 冬 科 （ Honeysuckle

36/486 ‧‧‧‧雞血藤屬 [8]

family） [8]

36/482 ‧‧‧‧決明屬，如腊腸樹 [8]
36/483 ‧‧‧‧皂莢屬（locust） [8]

36/487 ‧‧‧‧補骨脂屬 [8]

36/355 ‧‧‧‧忍冬屬（honeysuckle） [8]

36/488 ‧‧‧‧葛屬（kudzu） [8]

36/36 ‧‧‧石竹科（Pink family），如

36/489 ‧‧‧‧槐屬，如 necklacepod 或

滿天星或肥皂草屬 [8]
36/37 ‧ ‧ ‧ 衛 矛 科 （ Staff-tree or
Bittersweet family），雷公藤
或衛矛屬 [8]
36/38 ‧ ‧ ‧ 金 絲 桃 科 （ Hypericum or

黃葉槐 [8]
36/49 ‧‧‧山毛櫸科（Beech family），
如橡樹或栗子樹 [8]
36/50 ‧ ‧ ‧ 延 胡 索 科 （ Fumitory
family）
，如荷包牡丹 [8]

Mangosteen family ）， 金 絲

36/505 ‧‧‧‧紫堇屬 [8]

桃科或山竹子科，如聖詹

36/51 ‧‧‧龍膽科（ Gentian family）
[8]
36/515 ‧‧‧‧龍膽屬 [8]

斯渥 [8]
36/39 ‧ ‧ ‧ 旋 花 科 （ Morning-glory
family）
，如旋花屬 [8]
36/40 ‧ ‧ ‧ 山 茱 萸 科 （ Dogwood
family） [8]
36/41 ‧‧‧景天科（Stonecrop family）
[8]
36/42 ‧‧‧葫蘆科（Cucumber family）
[8]
36/424 ‧‧‧‧絞股藍屬 [8]
36/428 ‧‧‧‧栝樓屬 [8]

36/52 ‧‧‧胡桃科（Walnut family） [8]
36/53 ‧‧‧唇形科（Mint family），如
百里香，迷迭香或薰衣草
[8]
36/532 ‧‧‧‧藿香屬，如大海索草 [8]
36/533 ‧‧‧‧益母草屬（motherwort）
[8]
36/534 ‧‧‧‧薄荷屬（mint） [8]

family ），如菟絲 子或大菟

36/535 ‧‧‧‧紫蘇屬（beefsteak plant）
[8]
36/536 ‧‧‧‧夏枯草屬（selfheal） [8]

絲子 [8]

36/537 ‧‧‧‧鼠尾草屬（sage） [8]

36/43 ‧ ‧ ‧ 菟 絲 子 科 （ Dodder

36/44 ‧‧‧杮樹科（Ebony family）
，如
杮子 [8]
36/45 ‧‧‧杜鵑花科或越桔科（Heath
or Blueberry family），如藍
莓，蔓越橘或覆盆子 [8]
36/46 ‧ ‧ ‧ 杜 仲 科 （ Eucommia
family ），如耐寒 的橡膠樹
[8]
36/47 ‧‧‧大戟科（Spurge family），

36/538 ‧‧‧‧裂葉荊芥屬 [8]
36/539 ‧‧‧‧黃芩屬（skullcap） [8]
36/54 ‧‧‧樟科（Laurel family），如桂
皮或檫木 [8]
36/55 ‧‧‧亞麻科（Flax family），如
亞麻 [8]
36/56 ‧‧‧馬錢科（Logania family），
如喇叭花或驅蟲草 [8]
36/57 ‧‧‧木蘭科（Magnolia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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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6/575 ‧‧‧‧木蘭屬 [8]
36/58 ‧ ‧ ‧ 楝 科 （ chinaberry or
Mahogany family），如苦楝
（neem） [8]

36/718 ‧‧‧‧黃連屬（goldthread） [8]
36/72 ‧ ‧ ‧ 鼠 李 科 （ Buckthorn
family ），如弗朗 鼠李，口
香藤或傘樹 [8]
36/725 ‧‧‧‧棗屬，如棗 [8]

36/59 ‧ ‧ ‧ 防 己 科 （ Moonseed

36/73 ‧‧‧薔薇科（Rose family），如

family），如 hyperbaena 或

草莓，花楸果，黑莓，黎

豆藤 [8]

子或火棘 [8]

36/60 ‧‧‧桑科（Mulberry family）
，如
麵包果樹或無花果樹 [8]
36/605 ‧‧‧‧桑屬（Mulberry） [8]
36/61 ‧‧‧桃金娘科（Myrtle family）
，
如茶樹或桉樹 [8]
36/62 ‧‧‧睡蓮科（Water-lily family）
[8]
36/63 ‧‧‧橄欖科（Olive family），如
茉莉，丁香花或梣樹 [8]

36/732 ‧‧‧‧木瓜屬，如木瓜 [8]
36/734 ‧‧‧‧山楂屬（hawthorn） [8]
36/736 ‧‧‧‧梅屬，如李子，櫻桃，桃
子，杏或杏仁 [8]
36/738 ‧‧‧‧薔薇屬（rose） [8]
36/739 ‧‧‧‧地榆屬（burnet） [8]
36/74 ‧‧‧茜草科（Madder family） [8]
36/744 ‧‧‧‧栀子屬 [8]
36/746 ‧‧‧‧巴戟天屬 [8]

36/634 ‧‧‧‧連翹屬 [8]

36/748 ‧‧‧‧虎耳草屬 [8]

36/638 ‧‧‧‧女貞屬，如山蜡樹 [8]

36/75 ‧‧‧芸香科（Rue family） [8]

36/64 ‧ ‧ ‧ 列 當 科 （ Broom-rape

36/752 ‧‧‧‧柑橘屬，如橘絡，柑或檸

family） [8]
36/65 ‧‧‧芍藥科（Peony family），如

檬 [8]
36/754 ‧‧‧‧吳茱萸屬 [8]

中國芍藥 [8]

36/756 ‧‧‧‧黃檗屬，如黃柏 [8]

36/66 ‧‧‧罌粟科（Poppy family），如

36/758 ‧‧‧‧花椒屬，如花椒 [8]

血根草 [8]
36/67 ‧‧‧胡椒科（Pepper family），

36/76 ‧‧‧柳科（Willow family），如白
楊 [8]

如牙買加胡椒粉或卡瓦胡

36/77 ‧ ‧ ‧ 無 患 子 科 （ Soapberry

椒 [8]

family ），如荔枝 或無患子
[8]
36/78 ‧ ‧ ‧ 三 白 草 科 （ Lizard’s-tail

36/68 ‧ ‧ ‧ 車 前 草 科 （ Plantain
family） [8]
36/69 ‧‧‧遠志科（Milkwort family）
[8]
36/70 ‧‧‧蓼科（Buckwheat family），
如刺花或酸模屬 [8]

family） [8]
36/79 ‧ ‧ ‧ 五 味 子 科 （ Schisandra
family） [8]

36/708 ‧‧‧‧大黃屬（rhubarb） [8]

36/80 ‧‧‧玄參科（Figwort family）
[8]
36/804 ‧‧‧‧地黃屬 [8]

36/71 ‧ ‧ ‧ 毛 茛 科 （ Buttercup

36/808 ‧‧‧‧玄參屬（figwort）[8]

36/704 ‧‧‧‧蓼屬，如衛草 [8]

family ），如飛燕 草，獐耳

36/81 ‧‧‧茄科（Potato family），如煙

細辛，黃連鹼，耬斗菜或

草，龍葵，番茄，辣椒或

白毛茛 [8]

曼陀羅 [8]

36/714 ‧‧‧‧鳥頭屬（monkshood） [8]

36/815 ‧‧‧‧枸杞屬（desert-thorn） [8]

36/716 ‧ ‧ ‧ ‧ 鐵 線 蓮 屬 （ leather

36/82 ‧‧‧山茶科（Tea family），如山

flow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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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 [8]

36/8964 ‧‧‧‧知母屬[8]

36/83 ‧ ‧ ‧ 瑞 香 科 （ Mezereum
family ），如沼澤 革木或假
綱狀越桔 [8]
36/835 ‧‧‧‧沉香屬 [8]
36/84 ‧‧‧纈草科（Valerian family），
如纈草 [8]

36/8965 ‧‧‧‧天門冬屬，如天門冬或
文竹 [8]
36/8966 ‧‧‧‧貝母屬，如百花阿爾泰
貝母或水仙[8]
36/8967 ‧‧‧‧百合屬，如卷丹或復活
節百合花 [8]

36/85 ‧ ‧ ‧ 馬 鞭 草 科 （ Verbena

36/8968 ‧‧‧‧沿階草屬（Lilyturf） [8]

family ），如沼澤 革木或假

36/8969 ‧ ‧ ‧ ‧ 黃 精 屬 （ solomon’s

網狀越桔 [8]

seal） [8]

36/855 ‧‧‧‧大青屬，如大青 [8]

36/898 ‧‧‧蘭科（Orchid family） [8]

36/86 ‧‧‧堇菜科（Violet family）[8]

36/8984 ‧‧‧‧石斛屬 [8]

36/87 ‧ ‧ ‧ 葡 萄 科 （ Vine or Grape

36/8988 ‧‧‧‧天麻屬[8]

family ），如酒葡 萄，圓葉
葡萄或辣葡萄 [8]
36/88 ‧ ‧ 單 子 葉 植 物 綱
（monocotyledons） [8]
36/882 ‧‧‧菖蒲科（Calamus family），
如菖蒲屬 [8]
36/884 ‧ ‧ ‧ 澤 瀉 科

（ Water-plantain

family）[8]
36/886 ‧‧‧蘆薈科（Aloe family），如
蘆薈 [8]
36/888 ‧‧‧天南星科（Arum family），
如貝母，馬蹄蓮或臭菘 [8]
36/8884 ‧‧‧‧天南星屬，如深紅天南
星 [8]
36/8888 ‧‧‧‧半夏屬 [8]
36/889 ‧‧‧棕櫚科（Palm family），如
棗椰子或椰樹或美洲蒲葵
[8]
36/8895 ‧‧‧‧省藤屬，如藤條 [8]

36/899 ‧‧‧禾本科（Grass family），如
竹子，玉蜀黍或甘蔗 [8]
36/8994 ‧‧‧‧薏苡屬（Job’s tears） [8]
36/8998 ‧‧‧‧大麥屬（barley）[8]
36/90 ‧‧‧菝葜科（Catbrier family），
如綠薔薇或菝葜 [8]
36/902 ‧ ‧ ‧ 黑 三 棱 科 （ Bur-reed
family） [8]
36/904 ‧‧‧百部科（Stemona family），
如金剛大屬 [8]
36/906 ‧‧‧姜科（Ginger family） [8]
36/9062 ‧‧‧‧山姜屬，如紫姜或高良
[8]
36/9064 ‧‧‧‧豆蔻屬，如小豆蔻 [8]
36/9066 ‧‧‧‧姜黃屬，如姜黃，東印
度竹芋或芒果姜[8]
36/9068 ‧‧‧‧姜屬，如花姜[8]

36/89 ‧‧‧莎草科（Sedge family）[8]

38/00 含有肽類之醫藥配製品（含有β

36/8905 ‧‧‧‧莎草屬（flatsedge） [8]

-內醯胺環者見 31/00；於分子中除

36/894 ‧‧‧薯蕷科（Yam family） [8]

形成環狀肽鍵外沒有其他任何環狀

36/8945 ‧‧‧‧薯蕷屬，如山藥，薯蕷

二肽，例如哌嗪-2，5-二酮見

或山薯蕷 [8]

31/00；基於麥角生物鹼的肽見

36/896 ‧‧‧百合科（Lily family），如水

31/48；含有統計性分布的氨基酸

仙，車前草水仙，洋水仙

單元之巨分子化合物者見 31/74；

或水仙 [8]

含有抗原或抗體之醫藥配製品者見

36/8962 ‧‧‧‧葱屬，如洋蔥，韭，大
蒜，細香葱 [8]

39/00；含有以非活性成分為特徵
之醫藥配製品者，例如肽類作為藥
物載體者見 4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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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6]
38/11 (轉見 38/095)

使用該類之術語或表示，依

38/12 ‧‧環狀肽類 [6]

次類 C07K

38/13 ‧‧‧圓孢子素 [6]

義確切地說明 [6]

38/14 ‧‧含有糖基之肽類；其衍生物
[6]
38/15 ‧‧縮肽類；其衍生物 [6]

含肽的碎片之製備或經由氨
基酸的去除或加成其他氨基
酸的取代來改質的肽，或經
與該改質肽結合者被歸類於
含有母體肽之配製品，而含
有僅具有 4 個或少於 4 個氨
基酸的肽之碎片的配製品被
歸類於 38/05 至 38/07 [6]

38/16 ‧具有 20 個以上氨基酸之肽類；
胃泌激素；生長激素釋放抑制
素；促黑激素；其衍生物 [6]
38/17 ‧‧衍自動物者；衍自人類者 [6]
38/18 ‧‧‧生長因子；生長調節劑 [6]
38/19 ‧‧‧細胞素；淋巴細胞活素；干
擾素 [6]

含有由重組 DNA 技術製得

38/20 ‧‧‧‧間白細胞素 [6]

之肽的配製品不依其宿主歸

38/21 ‧‧‧‧干擾素 [6]

類，但依其最初肽之表示，

38/22 ‧‧‧激素（由原鴉片黑素柯里

例如含有表示於大腸桿菌之

因，原腦啡呔或原膠激素

HIV 肽的配製品，歸類於含

衍生者見 38/33，例如促腎

有 HIV 肽之配製品 [6]

上腺皮質激素見 38/35）[6]

38/01 ‧水解蛋白質；其衍生物 [6]
38/02 ‧含未定數目的氨基酸之肽類；其
衍生物 [6]
38/03 ‧在一未被定義或僅部分被定義的
序列中具有 20 個以內氨基酸之
肽類；其衍生物 [6]
38/04 ‧在一全部被定義的序列中具有
20 個以內氨基酸之肽類；其衍

38/23 ‧‧‧‧降鈣素 [6]
38/24 ‧‧‧‧促卵泡激素[FSH]；絨膜
促性腺激素，例如
HCG；促黃體激素
[LH]；促甲狀腺激素
[TSH][6,2006.01]
38/25 ‧‧‧‧生長激素-釋放因子
[GH-RF]（促生長素釋放
劑）[6,2006.01]

生物（胃泌激素見 38/16，生長

38/26 ‧‧‧‧胰高血糖素 [6]

激素抑制劑見 38/31，促黑激素

38/27 ‧‧‧‧生長激素[GH]（促生長

見 38/34）[6]

素）[6,2006.01]

38/05 ‧‧二肽 [6]

38/28 ‧‧‧‧胰島素 [6]

38/06 ‧‧三肽 [6]

38/29 ‧‧‧‧甲狀旁腺激素（甲狀旁腺

38/07 ‧‧四肽 [6]

素）；甲狀旁腺激素-有關

38/08 ‧‧具有 5 至 11 個氨基酸之肽
[6,2006.01,2019.01]
38/09 ‧‧‧促黃體激素－釋放激素

之肽類 [6]

[LHRH]；有關之肽類
[6,2006.01]
38/095 ‧‧‧催產素；血管加壓素；有關
之肽類[2019.01]
38/10 ‧‧具有 12 至 20 個氨基酸之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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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0 ‧‧‧‧類似胰島素之生長因子
（生長調節素），例如
IGF-1，IGF-2 [6]
38/31 ‧‧‧‧生長激素抑制劑 [6]
38/32 ‧‧‧‧促胸腺生成激素 [6]
38/33 ‧‧‧衍自原鴉片黑素柯里因、原
腦啡呔或原膠激素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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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4 ‧‧‧‧促黑素細胞激素

38/51 ‧‧‧裂解酶（4）[6]

[MSH]，例如α-或β-促

38/52 ‧‧‧同分異構酶（5）[6]

黑激素 [6,2006.01]

38/53 ‧‧‧連接酶（6）[6]

38/35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
[ACTH][6,2006.01]
38/36 ‧‧‧血液凝固或血纖維蛋白溶解

38/54 ‧‧‧包括於 38/44 至 38/46，或
38/51 至 38/53 各目中一目

38/37 ‧‧‧‧因子 VIII [6]

以上之酶或原酶之混合物
[6]
38/55 ‧‧蛋白酶抑制劑 [6]

38/38 ‧‧‧白蛋白 [6]

38/56 ‧‧‧衍自植物者 [6]

38/39 ‧‧‧結締組織肽，例如膠原、彈

38/57 ‧‧‧衍自動物者；衍自人類者
[6]
38/58 ‧‧‧‧衍自水蛭者，例如水蛭

因子 [6]

性蛋白、薄層激素、纖維
結合激素、微晶結合激
素、冷不溶解的球蛋白
[CIG][6,2006.01]
38/40 ‧‧‧鐵離子轉移蛋白，例如乳鐵

素、水蛭蛋白酶抑制劑
[6]

39/00 含有抗原或抗體之醫藥製品

蛋白、鐵離子轉移蛋白 [6]

（免疫試驗試劑見 G01N33/53）

38/41 ‧‧含有卟啉-或咕啉環之肽 [6]

[2,2006.01]

38/42 ‧‧‧血紅蛋白；肌紅蛋白 [6]
38/43 ‧‧酶；原酶；其衍生物 [6]

附註
若抗原或抗體主目合物之配

附註

製品涉及微生物培養步驟，

於本目內：
－ 原酶係依其對應之酶分類；
－ 酶一般係依酶國際委員會的
“酶之命名與分類”被分
類。如果合適，該符號將出
現在下文各次類後的圓括號
中 [6]

則尚需加入次類 C12N。[3]
39/002 至 39/12 各目包括含
有原生動物，細菌，病毒或
其亞單位，例如膜部分之配
製品。[3,8]
39/002 ‧原生動物抗原 [3]
39/005 ‧‧錐體蟲抗原 [3]

38/44 ‧‧‧氧化還原（1）[6]

39/008 ‧‧利什曼原蟲抗原 [3]

38/45 ‧‧‧轉移酶（2）[6]

39/012 ‧‧球蟲抗原 [3]

38/46 ‧‧‧水解酶（3）[6]

39/015 ‧‧血孢子蟲屬抗原，如瘧原蟲抗

38/47 ‧‧‧‧作用於糖基化合物上者
（3,2）
，例如纖維素酶、
乳糖酶 [6]
38/48 ‧‧‧‧作用於肽鍵上者（3,4）
[6]
38/49 ‧‧‧‧‧尿激酶；組織纖溶酶原
激活劑 [6]
38/50 ‧‧‧‧作用於碳-氮鍵上者，肽
鍵除外（3,5）
，例如天門
冬天醯胺酶 [6]

原 [3]
39/018 ‧‧‧巴貝蟲屬抗原，如泰累爾氏
梨漿蟲抗原 [3]
39/02 ‧細菌性抗原 [2]
39/04 ‧‧分支桿菌屬，如結核桿菌 [2,3]
39/05 ‧‧棒狀桿菌屬；丙酸菌屬 [3]
39/07 ‧‧桿菌 [3]
39/08 ‧‧梭狀芽胞桿菌，例如破傷風桿
菌屬 [2]
39/085 ‧‧葡萄球菌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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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9 ‧‧鏈球菌屬 [3]

39/235 ‧‧腺病毒 [3]

39/095 ‧‧奈瑟氏球菌屬 [3]

39/245

39/10 ‧‧布魯氏桿菌；博代氏桿菌，如

39/25 ‧‧‧水痘一帶狀疱疹病毒 [3]

博代氏百日咳桿菌 [2,3]

[3]

39/255 ‧‧‧馬萊克氏病病毒 [3]

39/102 ‧‧巴斯德氏菌屬；嗜血桿菌屬
[3]
39/104 ‧‧假單胞菌屬 [3]

39/265 ‧‧‧傳染性鼻支氣管炎病毒[3]

39/106 ‧‧弧菌屬；彎曲桿菌屬 [3]

39/285 ‧‧‧牛痘苗病毒或天花病毒 [3]

39/108 ‧‧埃舍利希氏菌屬；克雷伯氏桿

39/29 ‧‧肝炎病毒 [3]

菌屬 [3]

39/27 ‧‧‧馬科動物肺炎病毒 [3]
39/275 ‧‧痘病毒，例如禽痘病毒 [3]

39/295 ‧‧多價病毒抗原（牛痘病毒或天

39/112 ‧‧沙門氏菌屬；志賀氏桿菌屬
[3]
39/114 ‧‧梭形桿菌屬 [3]

39/35 ‧過敏炎原 [3]

39/116 ‧‧多價細菌性抗原 [3]

39/36 ‧‧來自花粉者 [2,3]

39/118 ‧衣原體屬；沙眼衣原體或鸚鵡衣

39/38 ‧來自蛇之抗原 [2]

原體屬 [3]
39/12 ‧病毒性抗原 [2]
39/125 ‧‧小 RNA 病毒科，例如嵌杯狀
病毒 [3]

花病毒見 39/285）；病毒抗原
與細菌抗原之混合物 [3]

39/385 ‧半抗原或抗原，連結載體者 [3]
39/39 ‧以免疫刺激添加劑，例如化學佐
劑為特徵者 [3]
39/395 ‧抗體（凝集素見 37/36）
；免疫球

39/13 ‧‧‧脊髓灰質炎病毒 [3]

蛋白；免疫血清，例如抗淋巴細

39/135 ‧‧‧口蹄疫病毒 [3]

胞血清 [3]

39/145 ‧‧正黏液病毒科，例如流感病毒
屬 [3]
39/15 ‧‧呼吸道腸道病毒科，如小牛腹

39/40 ‧‧細菌性者 [2,3]
39/42 ‧‧病毒性者 [3]
39/44 ‧‧連結至載體上之抗體 [2,3]

瀉病毒 [3]
39/155 ‧‧副黏液病毒科，例如副流感病
毒 [3]
39/165 ‧‧‧腮腺炎或麻疹病毒 [3]
39/17 ‧‧‧新城疫病毒（雞之病毒性肺
炎病毒）[3]
39/175 ‧‧‧犬瘟熱病毒 [3]
39/187 ‧‧豬霍亂病毒 [3]
39/193 ‧‧馬科動物腦脊髓炎病毒 [3]
39/20 ‧‧風疹病毒 [2]
39/205 ‧‧棒狀病毒，例如狂犬病病毒[3]
39/21 ‧‧反轉錄病毒科，例如馬科動物
傳染性貧血病毒 [3]
39/215 ‧‧冠狀病毒，例如禽傳染性支氣
管炎病毒 [3]
39/225 ‧‧‧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 [3]
39/23 ‧‧小 DNA 病毒，例如貓傳染性
粒細胞缺乏症病毒 [3]

41/00 用波能或粒子輻射處理材料之
方法製得的醫藥配製品
[2,2006.01,2020.01]
41/10 ‧在對動物或人施用藥物之前將藥
物製劑不活性化或去污淨化
[2020.01]
41/13 ‧‧透過超聲波[2020.01]
41/17 ‧‧透過紫外線[UV]或紅外線
[IR]、X 射線或伽馬射線
[2020.01]

45/00 含有不包括於 31/00 至 41/00 各
目中之有效成分的醫藥配製品
[2,6]
45/06 ‧無化學特性之有效成分的混合
物，例如抗炎藥及強心劑 [2]
45/08 ‧均不以化學為特徵之一程有效成
分及輔助物質的混合物，例如抗
組織胺及表面活性物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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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 以所用的非有效成分為特徵之
醫用配製品，如載體或惰性附
加劑；靶劑或改良劑與活性成
分化學性結合[2，2006.01]
47/02 ‧無機化合物 [5]
47/04 ‧‧非金屬，其化合物 [5]
47/06 ‧有機化合物，例如：天然或合成
的烴類、聚烯烴、礦物油、石蠟
油(凡士林)或地蠟 [5,2006.01]
47/08 ‧‧含氧者 [5]
47/10 ‧‧‧醇；酚；此等之鹽，例如：
甘油；聚乙烯二醇[PEG]‧
泊洛沙姆；PEG/POE 烷基
醚[5，2006.01]
47/12 ‧‧‧羧酸；此等之鹽或酐
47/14 ‧‧‧羧酸之酯，例如：脂肪酸單
酸甘油酯、中鏈三酸甘油
酯、對羥基苯甲酸酯或
PEG 脂肪酸酯[5，2006.01]
47/16 ‧‧含氮者 [5]
47/18 ‧‧‧胺；酰胺；脲；季胺化合
物；胺基酸；具有最多 5
胺基酸的寡肽[5，2006.01]
47/20 ‧‧含硫者，例如：二甲基亞碸
[DMSO]、多庫酯、月桂基硫
酸 鈉 或 胺 基 磺 酸 化 物
[5,2006.01]
47/22 ‧‧雜環化合物，例如：抗壞血
酸、生育酚或吡咯烷酮[5，
2006.01]
47/24 ‧‧含有碳、氫、氧、鹵素、氮或
硫以外之原子，例如：環甲基

47/30 ‧高分子有機或無機化合物，例
如：無機多磷酸鹽[5,2006.01]
47/32 ‧‧由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之反
應獲得的高分子化合物，例
如：卡波姆[5，2006.01]
47/34 ‧‧由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以外之
反應獲得的高分子化合物，例
如聚酯、聚酸、聚矽氧烷、聚
膦腈、聚烯烴基二醇或泊洛沙
姆 的 共 聚 物 （ 47/10 優 先 ）
[5，2006.01，2017.01]
47/36 ‧‧多糖；其衍生物，例如：樹
膠、澱粉、海藻酸鹽、糊
精、玻尿酸、幾丁聚糖、菊
粉、洋菜或果膠[5，2006.01]
47/38 ‧‧‧纖維素；其衍生物 [5]
47/40 ‧‧‧環糊精；其衍生物 [5]
47/42 ‧‧蛋白質；多肽；此等之降解產
物；此等之衍生物，例如：白
蛋白、明膠或玉米蛋白（具有
至多 5 個胺基酸的寡肽見
47/18 ； 聚 胺 基 酸 見 47/34 ）
[5,2006.01,2017.01]
47/44 ‧ 油 、 脂 及 或 蠟 ， 與 47/02 至
47/42 次目二個或多個以上的次
目相應者；天然或改性天然油、
脂肪或蠟，如：蓖麻油、聚乙氧
基化蓖麻油、褐煤蠟、褐煤、蟲
膠、松香、蜂蠟或羊毛脂（合成
甘油酯，例如：中鏈三酸甘油酯
見 47/14）[5，2006.01，2017.01]
47/46 ‧未確定結構的成分或其反應產物

矽氧烷(矽靈、環甲矽脂)或磷

例如，皮膚、骨、乳、木棉纖

脂[5，2006.01]

維、卵殼、公牛膽汁或植物萃取

47/26 ‧‧碳水化合物，如糖醇、胺基

物[5,12006.01]

醣、核酸、單醣、雙醣或寡

47/48 (轉見 47/50 至 47/69)

醣；其衍生物，例如：聚山

47/50 ‧其非活性成分與活性成分化學性

梨醇酯、山梨糖醇脂肪酸酯

結合，例如：聚合物-藥物共軛

或甘草甜素[5，2006.01]

物[2017.01]

47/28 ‧‧固醇類化合物，如：膽固醇、
膽汁酸或甘草次酸[5，
2006.01]

47/51 ‧‧其非活性成分為修飾改良劑
[2017.01]
47/52 ‧‧‧其修飾改良劑為無機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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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例如：無機離子與活

47/66 ‧‧‧‧其修飾改良劑為預標靶系

性成分複合[2017.01]
47/54 ‧‧‧其修飾改良劑為有機化合物
[2017.01]
47/55 ‧‧‧‧其修飾改良劑為藥理性或

統，涉及標靶特定細胞的
胜肽或蛋白質[2017.01]
47/68 ‧‧‧其修飾改良劑為抗體、免疫
球蛋白或其片段，例如：

治療性的活性劑，即整個

結晶片段 (Fc)[2017.01]

共軛為一共同藥物，即二

47/69 ‧‧共軛物的特徵為物理形式或蓋

聚體，藥理性或治療性的

倫製劑形式，例如：乳化、粒

活性化合物之低聚物或聚

狀物、內含錯合物、支架或套

合物 [2017.01]

件[2017.01]

47/56 ‧‧‧其修飾改良劑為有機巨分子
化合物，例如：低聚合、
聚合的或樹枝狀的分子
[2017.01]
47/58 ‧‧‧‧由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
之反應獲得的，例如：聚
[甲基]丙烯酸酯、聚丙烯
醯胺、聚苯乙烯、聚乙烯
吡咯烷酮、聚乙烯醇或聚
苯乙烯磺酸樹脂[2017.01]
47/59 ‧‧‧‧並非由僅涉及碳-碳不飽
和鍵之反應獲得的，例
如 ： 聚 脲 或 聚 胺 酯
[2017.01]
47/60 ‧‧‧‧‧有機巨分子化合物作為
聚 氧 伸 烷 基 低聚 物 、
聚 合 物 或 樹 枝狀 聚 合
物，例如：PEG，PPG
PEO 或聚甘油[2017.01]
47/61 ‧‧‧‧有機巨分子化合物是多醣
類或其衍生物[2017.01]

48/00 含有引入活體細胞以使治療基
因疾病之基因物質的醫藥製
品；基因治療 [5]
49/00 體內試驗用之配製品 [3]
49/04 ‧X 射線對比用配製品 [3]
49/06 ‧核磁共振（NMR）造影劑：磁
共振（MRI）成像造影劑 [7]
49/08 ‧‧以載體為特徵者 [7]
49/10 ‧‧‧有機化合物 [7]
49/12 ‧‧‧‧大分子化合物 [7]
49/14 ‧‧‧‧肽，如蛋白質 [7]
49/16 ‧‧‧‧‧抗體；免疫球蛋白；其
片段 [7]
49/18 ‧‧以特殊物理形式為特徵者，如
乳液、微膠囊、脂質體 [7]
49/20 ‧‧含游離基者 [7]
49/22 ‧回聲成像劑；超音波影像成像劑
[7]

50/00 用於治療或體內測試用的導電
配置品，例如，用於與心電圖

47/62 ‧‧‧其修飾改良劑為蛋白質、胜

儀（ECG）或經皮給藥的電極

肽或聚胺基酸 [2017.01]

一起使用的導電黏合劑或凝膠
[2006.01]

47/64 ‧‧‧‧藥物-胜肽、藥物-蛋白質
或藥物-聚胺基酸共軛
物，即修飾改良劑為胜
肽、蛋白質或聚胺基酸，

51/00 用於治療或體內試驗用之含有
放射活性物質的配製品 [6]

其共價鍵合或複合至治療
性活性劑（胜肽鏈結類藥
物見 47/65）[2017.01]
47/65 ‧‧‧‧胜肽鏈結、黏合劑或間隔
物，例如胜肽酶不穩定鏈
接[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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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於本目內，最好加上 101/00 至
103/00 的索引碼 [6,8]

A61K

51/02 ‧以載體為特徵者 [6]

103/40 ‧錒系元素 [6]

51/04 ‧‧有機化合物 [6]
51/06 ‧‧‧巨分子化合物 [6]

涉及醫藥性的植物部分與主目 36/00

51/08 ‧‧‧肽類，例如蛋白質 [6]

聯合使用之索引碼 [6,8]

51/10 ‧‧‧‧抗體或免疫球蛋白；其片
段者 [6]
51/12 ‧以一種特殊物理形式為特徵者，
例如乳膠、微膠囊、脂質體者
[6]

125/00 含根、鱗莖、塊莖、球莖、根
莖或從根、球根、塊莖、球
莖、根莖獲得的 [8]

涉及放射性物質的特性與主目 51/00

127/00 含葉或從葉獲得的 [8]

聯合使用之索引碼 [6,8]

129/00 含樹皮或從樹皮獲得的 [8]
131/00 含種子、堅果、水果、穀物或

101/00 放射性之非金屬 [6]

從種子、堅果、水果、穀物獲

101/02 ‧鹵素 [6]

得的 [8]

103/00 放射性金屬 [6]
103/10 ‧鍀；錸 [6]
103/20 ‧銦 [6]
103/30 ‧稀土金屬 [6]
103/32 ‧‧釔 [6]
103/34 ‧‧釓 [6]

133/00 含花或花簇或從花或花獲得的
[8]

135/00 含莖、梗、枝條、細枝、嫩枝
或以莖、梗、枝條、細枝、嫩
枝獲得的 [8]

103/36 ‧‧鐿 [6]

A61L 材料或物體消毒之一般方法或裝置；空氣之滅菌、消毒或除臭；繃
帶、敷料或外科用品之化學方面；繃帶、敷料、吸收墊或外科用品之
材料（以所用藥劑為特徵之機體保存與滅菌見 A01N；食物或食品之保存，
例如滅菌 A23；醫藥、牙科或梳妝用之配製品見 A61K）[4]

次類索引
材料之滅菌或消毒

液態繃帶 .................................................. 26/00

一般方法或裝置 ........................................ 2/00

假體或假體被覆 ...................................... 27/00

空氣的 ........................................................ 9/00

結腸造口裝置 .......................................... 28/00

廢物的 ...................................................... 11/00

導液管或被覆導液管 .............................. 29/00

接觸透鏡的 .............................................. 12/00

其他外科用品 .......................................... 31/00

材料用於

外科黏合劑或接合劑；

繃帶或敷料或吸收墊 .............................. 15/00

結腸造口裝置用粘合劑 ........................ 24/00

縫合或血管結紮 ...................................... 17/00

外科用品之抗凝血處理 ........................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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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滅菌或消毒

‧‧測試消毒有效性和完整性之裝
置，例如顏色變化指示器
（酵素學和微生物學之裝置

附註

見 C12M1/34）[7]

在 2/00 至 12/00 主目中，需要

9/00

空氣之消毒、滅菌或除臭（用呼
吸器淨化空氣見 A62B，A62D9/00

加上 101/00 之索引碼。 [7,8]

廢氣 的化學或 生物淨化見 B01D

2/00

53/34 ； 滅 菌 空 調 系 統 見

食品或隱形眼鏡以外的材料或
物體之滅菌或消毒的方法或裝
置；其附件（；消毒劑噴霧器見

F24F3/16）[1,8]
9/01

9/012 ‧‧以特殊型態為特徵者，例如凝

A61M；包裝或與包裝結合之包裝
內容物的消毒見 B65B55/00；水、
廢水、污水或淤泥之處理見
C02F；紙的滅菌見 D21H21/36；
洗手間之滅菌器具見 E03D；消毒
用之物品，見該物品之相關次類，
如 H04R 1/12）[3,5,7]
2/02

‧應用物理現象 [3]

2/025 ‧‧使用超音波 [7]
2/03

‧‧電流，例如電解作用 [7]

2/04

‧‧加熱（2/08 優先）[3]

2/06

‧‧‧熱氣體 [3]

2/07

‧‧‧‧蒸汽 [7]

2/08

‧‧輻射 [3]

2/10

‧‧‧紫外線輻射 [3]

2/12

‧‧‧微波 [3]

2/14

‧‧等離子體，即離子化氣體 [3]

2/16

‧應用化學物質 [3]

2/18

‧‧液態物質 [3]

2/20

‧‧氣態物質，例如蒸氣 [3]

2/22

‧‧多相物質，例如煙、氣霧劑
[3]
‧‧固態物質，例如顆粒、粉末、

2/23

塊狀物、片狀物 [7]
2/232 ‧‧‧層狀或塗層 [7]
2/235 ‧‧‧微孔的、多孔的或泡沫材料
[7]
2/238 ‧‧‧金屬或合金，例如微量作用
金屬 [7]
2/24

‧應用程序控制或自動控制之裝置

2/26

‧附件 [3]

A-198

‧除臭組合物 [2]
膠、乳狀液 [7]

9/013 ‧‧含動物或植物萃取物，或無機
物 [7]
9/014 ‧‧含吸附劑，例如活性碳 [7]
9/015 ‧應用氣態或氣化物質，例如臭氧
（9/20 優先）[3]
9/02

‧‧使用加熱或燃燒時於空氣中氣
化之物質 [3]

9/03

‧‧‧其裝置 [3]

9/04

‧‧使用不加熱時於空氣中氣化之
物質 [3]

9/05

‧‧‧專門適用於藉由液體來釋放
者，例如用於洗手間 [7]

9/12

‧‧‧其裝置，例如儲存器 [3]

9/14

‧使用噴霧或霧化物質 [3]

9/16

‧應用物理現象 [3]

9/18

‧‧輻射（9/22 優先）[3]

9/20

‧‧‧紫外線輻射 [3]

9/22

‧‧離子化 [3]

11/00 專用於廢物之滅菌或消毒方法
12/00 隱形眼鏡消毒或減菌的方法或
裝置；其附件 [7]
12/02 ‧利用物理現象，例如電流、超音
波或超濾光 [7]
12/04 ‧‧熱（12/06 優先）[7]
12/06 ‧‧輻射線，例如紫外線或微波
[7]
12/08 ‧利用化學物質 [7]
12/10 ‧‧鹵素或其化合物 [7]
12/12 ‧‧非大分子之含氧化合物，例如

A61L

過氧化氫或臭氧（12/10 優

層中，若無相反指示，請分

先）[7]

入最後適當位置。 [5]

12/14 ‧‧未包括在 12/10 或 12/12 中之
有機化合物 [7]

繃帶、敷料或吸收墊之化學方面或

分入 15/18 至 15/40 各目之發
明，如果與材料的結構或物
理性質特徵的應用相關，也
應分入 15/42 目。 [5]

其實施用材料之應用；外科用品，

15/18 ‧‧含有無機材料 [5]

例如外科縫合線用之材料；外科黏

15/20 ‧‧含有有機材料 [5]

合劑或接合劑；假肢或導液管或結

15/22 ‧‧含有高分子材料 [5]

腸造口裝置用之材料

15/24 ‧‧‧由僅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

15/00 繃帶、敷料或吸收墊之化學方
面；或者繃帶、敷料或吸收墊
之材料應用（液體繃帶見 26/00，
放射性敷料見 A61M36/14）

之反應獲得的高分子化合
物；其衍生物 [5]
15/26 ‧‧‧由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以外
之反應獲得的高分子化合
物；其衍生物 [5]
15/28 ‧‧‧多糖或其衍生物 [5]
15/30 ‧‧‧橡膠或其衍生物 [5]

15/07 ‧變硬繃帶

15/32 ‧‧‧蛋白質、多肽；此等之降解
產品或衍生物，例如白蛋

附註

白、膠原蛋白、纖維蛋

於 15/08 至 15/12 之各目中，

白、明膠 [5]

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

15/34 ‧‧‧油、脂肪、蠟或天然樹脂[5]

層中，若無相反指示，請分

15/36 ‧‧含微生物 [5]

入最後適當位置。 [5]

15/38 ‧‧含酶 [5]

分入 15/08 至 15/12 各目之發

15/40 ‧‧含未確定結構的成分或其反應

明，如果與材料的結構或物
理性質特徵的應用相關，也
應分入 15/14 目。 [5]
15/08 ‧‧含有無機材料，例如熟石膏
[5]
15/10 ‧‧含有有機材料 [5]
15/12 ‧‧含有高分子材料 [5]
15/14 ‧‧以其功能或物理性質為特徵之
材料的應用 [5]
15/16 ‧用於生理液體，例如尿或血的繃
帶、敷料或吸收墊，例如衛生
棉、棉塞 [5]

產物 [5]
15/42 ‧‧以其功能或物理性質為特徵之
材料的應用 [5]
15/44 ‧‧‧藥物 [5]
15/46 ‧‧‧除臭或抵制惡臭，例如抑制
氨或細菌之生成 [5]
15/48 ‧‧‧表面活性劑 [5]
15/50 ‧‧‧潤滑劑；抗黏著 [5]
15/52 ‧‧‧防水劑 [5]
15/54 ‧‧‧不透放射線材料 [5]
15/56 ‧‧‧濕度指示劑或著色劑 [5]
15/58 ‧‧‧黏著劑（用於治療或體內測
試的導電性黏合劑見
A61K50/00） [5,8]

附註

15/60 ‧‧‧液體可膨脹的膠形材料，例

於 15/18 至 15/40 之各目中，
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

如超級吸收劑 [5]
15/62 ‧‧‧水溶性的或水可降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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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獲得者 [7]

[5]
15/64 ‧‧‧特別適合於體內再吸收者
[5]

24/08 ‧‧多糖 [7]

17/00 外科縫合或血管結紮用之材料

24/12 ‧‧離子交聯接合劑；例如玻璃交

24/10 ‧‧多肽；蛋白質 [7]
聯接合劑 [7]

[3,4]

26/00 用於液體繃帶之材料之化學成

附註

分或用途 [7]
分類至 17/00 主目者，如果
使用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

附註

分類至 33/00 主目 [7]

分類至 26/00 主目者，如果使用

在 17/04 至 17/14 的各次目

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分類至

中，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

33/00 主目 [7]

個階層中，若無相反指示，
應分入最後適當位置 [7]

27/00 假體材料或假體被覆材料（假牙
見 A61C13/00；假體之形狀或結構

17/04 ‧非吸收材料 [7]

見 A61F2/00，假牙配製品之應用

17/06 ‧至少部分為吸收材料 [7]

見 A61K6/80；人工腎臟見 A61M

17/08 ‧‧動物來源者，例如腸線、膠原

1/14）[4,2006.01]

蛋白 [7]
17/10 ‧‧含大分子物質 [7]

附註

17/12 ‧‧‧乙醇酸或乳酸之均質聚合物

分類至 27/00 主目者，如果

或共聚物 [7]

使用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

17/14 ‧以提高物質性能之後處理 [7]

分類至 33/00 主目 [7]

24/00 外科黏合劑或接合劑；黏合劑

在 27/02 至 27/40 的各主目

用於結腸造口術裝置（用於治

中，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

療或體內測試的導電性黏合劑

個階層中，若無相反指示，

見 A61K50/00） [7]

應分入最後適當位置[7]
分類至 27/02 至 27/40 主目

附註

者，如果以功能或物理特性
24/00 主目者，如果使
用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分

點，亦應分類至 27/50 主目

類至 33/00 主目[7]

中 [7]

在 24/02 至 24/04 的各主目
中，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
個階層中，若無相反指示，
應分入最後適當位置[7]
24/02 ‧含有無機材料 [7]
24/04 ‧含有大分子物質 [7]
24/06 ‧‧藉由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反

A-200

為特徵之材料用途為其重

27/02 ‧無機材料 [7]
27/04 ‧‧金屬或合金 [7]
27/06 ‧‧‧鈦或鈦合金 [7]
27/08 ‧‧碳 [7]
27/10 ‧‧陶瓷或玻璃 [7]
27/12 ‧‧含磷物質，例如磷灰石 [7]
27/14 ‧大分子物質 [7]

A61L

27/16 ‧‧由僅僅涉及碳-碳不飽和鍵反

29/00 導管材料或被覆導管的材料

應獲得者 [7]

（導管之形狀或結構見

27/18 ‧‧由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以外的

A61M25/00） [4]

反應獲得者 [7]
27/20 ‧‧多糖 [7]

附註

27/22 ‧‧多肽或其衍生物 [7]

分類至 29/00 主目者，如果

27/24 ‧‧‧膠原蛋白 [7]

使用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

27/26 ‧‧大分子物質之混合物 [7]

分類至 33/00 主目[7]

27/28 ‧假體被覆材料 [7]

在 29/02 至 29/12 的各主目

27/30 ‧‧無機材料 [7]
27/32 ‧‧‧含磷物質，例如磷灰石 [7]

中，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

27/34 ‧‧大分子物質 [7]

個階層中，若無相反指示，

27/36 ‧含有未確定結構之成分或其反應

應分入最後適當位置[7]
分類至 29/02 至 29/12 主目

產物 [7]
27/38 ‧‧動物細胞（人工皮膚之用途見

者，如果以功能或物理特性

27/60）[7]

為特徵之材料用途為其重

27/40 ‧複合材料，例如層疊的或含有一

點，亦應分類至 29/14 主目

種分散在相同或不同基質之中的

中[7]

材料 [7]
27/42 ‧‧含有無機基質 [7]

29/02 ‧無機材料 [7]

27/44 ‧‧含有大分子基質 [7]

29/04 ‧大分子材料 [7]

27/46 ‧‧‧含磷之無機填料 [7]

29/06 ‧‧由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以外之

27/48 ‧‧‧含有大分子填充劑 [7]
27/50 ‧以功能或物理特性為特徵之材料
[7]
27/52 ‧‧水凝膠或水膠體 [7]
27/54 ‧‧生物活性物質，例如治療物質
[7]
27/56 ‧‧多孔或微孔材料 [7]
27/58 ‧‧至少可被人體部分吸收之物質
[7]
27/60 ‧‧用於人工皮膚之材料 [7]

反應獲得者 [7]
29/08 ‧被覆材料 [7]
29/10 ‧‧無機材料 [7]
29/12 ‧複合材料，例如層疊的或含有一
種分散在相同或不同基質之中的
材料 [7]
29/14 ‧以功能或物理特性為特徵之材料
[7]
29/16 ‧‧生物活性物質，例如治療物質
[7]
29/18 ‧‧至少部分 X 光或雷射光不透

28/00 用於結腸切開術器械的材料
（結腸切開術器械黏合劑入
24/00）[7]

過的材料 [7]

31/00 其他外科用品之材料 [4]

附註

附註
分類至 28/00 主目者，如果使用
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分類至
33/00 主目 [7]

31/00 主目者，如果使
用了抗凝血酶材料，亦應分
類至 33/00 主目[7]
在 31/02 至 31/12 的各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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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適用末未規則，即在每

33/10 ‧‧‧肝素，類肝素及其衍生物

個階層中，若無相反指示，

[7]
33/12 ‧‧多肽、蛋白質或其衍生物 [7]

分類請依據末位規則放入最
後位置[7]
分類至 31/02 至 31/12 主目
者，如果以功能或物理特性
為特徵之材料用途為其重
點，亦應分類至 31/14 主目

33/14 ‧纖維素蛋白溶解因子或血小板凝
集抑制劑之應用 [7]
33/16 ‧酶之應用，例如尿激酶、鏈球菌
激酶 [7]
33/18 ‧含有未確定結構之成分或其反應
產物的應用 [7]

中[7]

涉及被用於消毒、滅菌或除臭之物
31/02 ‧無機材料 [7]

質化學成分的與主目 2/00 至 12/00 聯

31/04 ‧大分子材料 [7]

合使用之索引碼。 [7,8]

31/06 ‧‧由涉及碳-碳不飽和鍵以外之
反應獲得者 [7]
31/08 ‧被覆材料 [7]
31/10 ‧‧大分子材料 [7]
31/12 ‧複合材料，例如層疊的或含有一

101/00 用於消毒、滅菌或除臭之化學
組合物 [7]
101/02 ‧無機材料 [7]

種分散在相同或不同基質之中的

101/04 ‧‧元素碳，例如活性碳 [7]

材料 [7]

101/06 ‧‧含鹵素者 [7]

31/14 ‧以功能或物理特性為特徵之材料
[7]
31/16 ‧‧生物活性物質，例如治療物質
[7]
31/18 ‧‧至少部分 X 光或雷射光不透
過的材料 [7]

33/00 外科用品之抗凝血處理，例如

101/08 ‧‧‧鹵元素 [7]
101/10 ‧‧臭氧 [7]
101/12 ‧‧含矽者 [7]
101/14 ‧‧含硫者 [7]
101/16 ‧‧含磷者 [7]
101/18 ‧‧氨 [7]
101/20 ‧‧酸 [7]

縫合線、導管、假體或血液處

101/22 ‧‧過氧化物 [7]

理或調製用品；用於這些治療

101/24 ‧‧含鋁者 [7]

之材料 [4,7]

101/26 ‧‧含銅者 [7]
101/28 ‧‧含鐵者 [7]

附註

101/30 ‧‧含鋅者 [7]

在 33/02 至 33/18 的各主目中，
適用末位規則，即在每個階層

101/32 ‧有機化合物 [7]
101/34 ‧‧氫氧化物 [7]
101/36 ‧‧羥基酸或其衍生物 [7]

中，若無相反指示，應分入最

101/38 ‧‧醚 [7]

後適當位置 [7]

101/40 ‧‧含硫者 [7]
101/42 ‧‧有機金屬化合物或混合物 [7]

33/02 ‧無機材料之應用 [7]

101/44 ‧‧雜環化合物 [7]

33/04 ‧有機材料之應用，例如乙醯水楊

101/46 ‧‧大分子化合物 [7]

酸 [7]
33/06 ‧大分子物質之應用 [7]
33/08 ‧‧多糖 [7]
A-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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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應獲得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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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0 ‧‧‧多糖及其衍生物 [7]

101/54 ‧酶 [7]

101/52 ‧微生物或微生物之產物或萃取物
[7]

101/56 ‧植物萃取物，或是未確定結構之
植物產品，例如植物纖維 [7]

A61M 將介質輸入人體內或輸到人體上之器械（將介質輸入動物體內或輸入至
動物體上之器械見 A61D7/00；用於插入棉塞之裝置見 A61F13/26；餵飼食
物或口服藥物用之器具見 A61J；用於收集、貯存或輸注血液或醫用液體之
容器見 A61J1/05）
；為轉移人體介質或為從人體內取出介質之器械（外
科用者見 A61B，外科用品之化學方面見 A61L；將磁性元件放入體內進行
磁療者見 A61N2/10）；用於產生或結束睡眠或昏迷之器械 [4,5]

附註
本次類包括醫用吸引器、汲送器、霧化器（例如火罐、胸部減壓器、沖
洗器、噴霧器、粉末吹入器、霧化器、吸入器），全身或局部麻醉裝
置，導致知覺狀態改變的器械或方法、導液管、擴張器、藥物不經口
腔導入體內之器械。
當對涉及至放射性材料運用於人體之發明分類時，36/00 目優先。 [5]
⑶ 當分入本次類時，只要涉及有關的色層分析法的一般意義之技術主題，
也要分入 B01D15/08。 [8]

次類索引
吸引器或汲送器 ...................................... 1/00
注射器；沖洗器；
灌腸器 ................................ 3/00；5/00；9/00
噴霧器，霧化器；吹入器 ....... 11/00；13/00
吸入器械 ................................... 15/00，16/00
誘導或終止睡眠或
麻醉之器具 .................. 16/00，19/00，21/00
探針；導管；引流管；
擴張管 .......................... 25/00；27/00；29/00
專門適於醫用之連接管、藕合管、
閥或分流元件 ........................................ 39/00
體內引入或維持藥物的
其他器械 ................................... 31/00，37/00
身體上塗敷藥物之其他器械 ................ 35/00
將放射性材料運用於人體 ....................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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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2

醫用吸引或汲送器械；抽取、

3/00

處理、或轉移體液之器械；引

洗器（5/00 優先；活塞見 5/315）

流系統（導管見 25/00；特別適於
醫用之連接管、耦合管、閥或分流

3/02

[2]
‧灌腸器；沖洗器 [5]

元件見 39/00；血液取樣器械見

3/04

‧‧專門適用於子宮者 [5]

A61B5/15；牙醫用除唾液器械見

3/06

‧‧與坐浴盆組合者 [5]

A61C17/06；植入血管中的過濾器

5/00

以皮下注射、靜脈注射、或肌

見 A61F2/01）[5]

肉內注射之方式將介質引入體

‧輸血裝置（用注射器輸注血液見

內的器械；其附件，例如充填

5/14）
1/04

‧氣胸裝置

1/06

‧吸奶器

1/08

‧玻璃吸杯

1/10

‧血液泵；人造心臟；助血液循環
之機械裝置，例如內主動脈血液

1/12

泵（心臟刺激器見 A61H31/00）
[4]
‧‧可植入體內者 [4]

1/14

‧透析系統；人工腎臟；血液供氧
（以材料、製造工藝為特徵之半
透膜見 B01D71/00）[4]

1/16

‧‧有膜者 [4]

1/18

‧‧‧中空纖維狀者 [4]

1/20

‧‧‧管狀者 [4]

1/22

‧‧‧薄片狀者 [4]

1/24

‧‧‧‧螺旋形切口 [4]

1/26

‧‧‧活動者 [4]

1/28

‧‧腹膜透析 [4]

1/30

‧‧單針透析 [4]

1/32

‧‧無膜供氧器 [4]

1/34

‧血液透過膜的其中物質之濾出，
例如濾血、滲濾 [4]

1/36

‧自然循環旁路系統中血液之其他
處理，例如溫度適應、輻射 [4]

1/38

醫用注射器，例如灌腸器；沖

‧‧由供血者之血液中分離成分
開，並將剩餘部分送回體內
[5]

注射器；沖洗器；半水棲性灌腸器 [6]

或清潔器、靠手（特別適於醫用
之聯接管、藕合器、閥或分流元件
見 39/00；特別適於醫用或藥用之
容器見 A61J1/00）[5]
5/14

‧輸注器械，例如重力法輸注；血
液輸注；其所用之附件 [5]

5/142 ‧‧壓力輸注，例如用泵 [5]

附註
於此一目內，下列語句之含意
表示：
－ “壓力輸注”包括於控制速
率下之驅動輸注操作。 [5]
5/145 ‧‧‧用壓力儲存器，例如用活塞
裝置 [5]
5/148 ‧‧‧‧可伸縮變形者（5/155 優
先）[5]
5/152 ‧‧‧‧‧用壓縮之彈力存儲器產
生的壓力 [5]
5/155 ‧‧‧‧用氣體壓力 [5]
5/158 ‧‧針頭 [5]
5/162 ‧‧針具，即利用穿刺存儲器及管
之間以聯結的器械 [5]
5/165 ‧‧過濾配件，例如血液過濾器、
輸液用過濾器（1/34，5/36 優
先）[5]
5/168 ‧‧用於控制或計算身體之介質流
量的裝置，例如滴注計、計
數器 [5]
5/172 ‧‧‧電或電子者 [5]
5/175 ‧‧‧機械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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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 ‧注射器 [5]
5/19

‧‧有一個以上之腔者 [5]

5/20

‧‧自動注射器，例如用自動推動

‧具有避免重覆使用、或用以指示

射者，自動填充（5/142 優

消毒的裝置 [5]

‧‧安瓿注射器，即與可替換安瓿
注射器，例如自動者 [5]

5/52

‧靠手 [5]

9/00

半水棲性灌腸器

噴霧器；霧化器；吹入器

‧‧注射器安瓿或卡普耳，即備有
針頭的安瓿或卡普耳 [5]

5/30

5/50

有缺陷、被使用過、被損壞或未

或卡普耳聯合使用的帶針頭
5/28

先）[5]

之活塞桿者，用自動針頭注
先）[2,5]
5/24

制注射壓力之裝置（5/142 優

‧‧借噴射作用，無針頭之注射
器，例如與可替換的安瓿或

11/00 專用於治療目的之噴霧器或霧
化器
11/02 ‧以施用於被噴或被霧化液體上之

卡普耳一同使用者 [5]
5/303 ‧‧‧借噴射作用注入介質之注射

空氣壓力操作者
11/04 ‧以所噴或所霧化液體之蒸氣壓力

器 [5]
5/307 ‧‧‧借液壓作用注入介質之注射
器 [5]
5/31

‧‧附件 [2,5]

5/315 ‧‧‧活塞；活塞桿；活塞桿運動
之導向，阻滯或限制；活
塞桿上便於計量劑量之器
具 [2,5]
5/32

‧‧‧針頭；針與注射器或針座聯
接之元件（輸注針頭見
5/158）
；將針頭插入體中或
固定於身體上之零件；保
護針頭之器具 [2,5]

5/34

‧‧‧‧連接針頭之結構 [2,5]

5/36

‧附有消除或避免將空氣注射、輸
入人體之裝置者 [5]

操作者
11/06 ‧注射器型者
11/08 ‧‧注射器型之袖珍霧化器

13/00 治療或消毒用之吹入器

吸入器具
15/00 吸入器
15/02 ‧附活化或離子化氣體者；臭氧吸
入器
15/06 ‧形似雪茄、捲煙或煙斗狀之吸入
器
15/08 ‧插入鼻腔內之吸入器具

16/00 以氣體處理法影響病人呼吸系
統之器械，例如口對口呼吸；

5/38

‧‧用親水性或疏水性過濾器 [5]

氣管用插管（以機械的、氣動的

5/40

‧‧用低液面之浮閥截斷來自存儲

或電學的方法刺激呼吸運動，附氣

器之介質流 [5]
5/42

5/44

‧具有降低皮膚敏感度，使皮膚聳

5/48

A61H31/00；）[4]

起便於刺入或給穿刺點定位之裝

16/01 ‧專用於麻醉者 [4]

置 [5]

16/04 ‧氣管用插管 [4]

‧具有用以冷凍或加熱設備或介質
之裝置 [5]

5/46

體呼吸裝置之鐵肺見

‧具有用以控制進入深度之裝置
[5]
‧具有用以改變、調節、指示或限

16/06 ‧呼吸或麻醉面具 [4]
16/08 ‧風箱；連接管 [4]
16/10 ‧呼吸氣體或蒸氣之製備 [4]
16/12 ‧‧以不同氣體混合者 [4]
16/14 ‧‧以不同流體混合，其中之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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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相者 [4]
16/16 ‧‧‧濕潤呼吸用空氣之裝置 [4]
16/18 ‧‧‧麻醉劑之氣化裝置 [4]
16/20 ‧醫用呼吸裝置中專用的閥門 [4]
16/22 ‧二氧化碳吸收裝置 [4]

引起睡眠或昏迷之其他裝置；結束
睡眠或昏迷之裝置 [4]

25/095 ‧‧能夠檢測導管在體內的位置的
裝置，例如放射線照相 [6]
25/098 ‧‧‧利用不透放射線的標識器
[6]
25/10 ‧汽球形導管(放置支架或支架移
植物的充氣氣球見 A61F 2/958)
[5,2013.01]
25/12 ‧‧用於當導管定位時剝離汽球的
裝置 [6]

19/00 局部麻醉之器具；低溫麻醉之

25/14 ‧流體流動通道之設置或形狀，例

21/00 引起知覺狀態改變之其他裝置

如多個流體通道（25/10 優先）
[6]
25/16 ‧其他類不包括之製作或組裝 [6]

或方法；用機械、光學或聲學

25/18 ‧‧導管或探針與針座的聯接 [6]

器具（5/42 優先）[2]

方法產生或終止睡眠之方法，
例如用於催眠者（催眠床見

27/00 創口引流器或類似物（保持創口
張開用之器械見 A61B17/02）

A61G7/043）
21/02 ‧導致睡眠或放鬆者，如直接神經
刺激、催眠、痛覺喪失（用按摩
者見 A61H；電療見 A61N，例
如用交變電或間歇電流產生麻醉
者見 A61N1/34）[5]

29/00 具或不具引入介質，如藥物裝
置的擴張器（支架見 A61F2/82）
[2]
29/02 ‧可膨脹的擴張器閥與可膨脹的彈
性體之連接見 B60C29/00）由可
膨脹材料製成之擴張器 [3]

23/00 (轉見 A61B 17/00， A61M
25/09， 29/00)
25/00 導管；空心探針（用於測量或檢
測者見 A61B）
25/01 ‧引入、導向、推進、定位或支持
導管（25/10 優先）[5]
25/02 ‧‧支持裝置，例如放於身體上者
[5]
25/04 ‧‧‧於體內，例如可擴張者 [5]
25/06 ‧‧穿刺身體之導引針頭或類似器
械（25/088 優先）[5,6]
25/08 ‧‧推進裝置，例如自動推進者
[5]
25/082 ‧‧‧自行推進之裝置（25/085 優
先）[6]
25/085 ‧‧‧流體推進 [6]
25/088 ‧‧使用額外的導管，例如到達較
難接近的部位 [6]
25/09 ‧‧導引線 [6]
25/092 ‧‧末端定位的搖控 [6]
A-206

29/04 ‧‧用可膨脹材料製作的擴張器
[5]

31/00 體腔中引入或保留介質，例如
藥物之器械（25/00 優先）[2,5]
35/00 於人體上施加介質，例如塗敷
藥物等介質之器械（涉及化妝品
或梳妝品的用具見 A45D；吸收
墊，如藥籤見 A61F13/15）[2]

36/00 將放射性材料運用於人體者 [5]
36/02 ‧與其他輻射或波能源組合者，例
如電磁波、熱、微波 [5]
36/04 ‧特別用於將放射性材料放入之設
備，例如吸入或注射入體內 [5]
36/06 ‧‧借助一個穿刺身體之導管注入
含放射劑或增強劑之液體 [5]
36/08 ‧‧‧液體儲存護罩，如注射器護
罩 [5]
36/10 ‧‧用於子宮－陰道或骨盆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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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2 ‧‧用於接種或植入之注射器、支

件 [6]

持器，例如膠囊 [5]

39/10 ‧聯接管或耦合管 [6]

36/14 ‧放射性敷料 [5]

39/12 ‧‧用於聯接柔性管與剛性附屬裝
置者 [6]

37/00 介質引入體內之其他器械（用於

39/14 ‧‧用於連接具有密封端的導管者
[6]
39/16 ‧‧提供消毒或滅菌 [6]

再生或增殖者見 A61B17/425；電
子離子透入療法或陽離子電泳之裝
置見 A61N1/30）
；經皮即通過皮

39/18 ‧‧‧在無菌條件下進行聯接，即

膚滲透將藥物引入體內（鹽浴見

無菌對接的方法或裝置 [6]

A61H33/04）[5]

39/20 ‧用於聯接器導管的敞開端的密封
蓋或塞 [6]

39/00 專門適用於醫用之導管、管接

39/22 ‧閥或閥之裝置 [6]

管、耦合管、閥、分流接管或

39/24 ‧‧校驗閥或止回閥 [6]

類似物（用於呼吸裝置者，例如

39/26 ‧‧當導管斷開時自動封閉，而當

氣管用插管見 16/00；人工心臟瓣

導管重新連接時打開的閥 [6]

膜見 A61F2/24）[5]

39/28 ‧‧用於擠壓柔性導管的夾持元

39/02 ‧分流接管者 [5]

件，例如滾動夾 [6]

39/04 ‧‧具有可穿透之自動密封膜的自

99/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技術

動密封者 [5]

主題 [2012.01]

39/06 ‧‧止血閥，即圍繞針頭、導管或
類似物密封的墊圈，取下時
封閉 [6]
39/08 ‧導管；專門適用於導管的存儲元

A61N 電療；磁療；放射療；超音波療（生物電流之測定見 A61B；將非機械能轉
入或轉出人體的外科器械、裝置或方法見 A61B18/00；一般麻醉用器械見 A61M；
白熾燈見 H01K；紅外加熱輻照器見 H05B）[6]

附註
本次類中，下列術語具有特定含義：
－ 「治療」意味著消滅有病或不正常細胞，該處理是在健康細胞的生命限
度內所執行，並且不希望對健康細胞產生損害；與此相反所用之器械、
裝置或方法則列入 A61B18/00 主目。[5,7]

次類索引
電療 .......................................................... 1/00

放射療 ...................................................... 5/00

磁療 .......................................................... 2/00

超音波療 .................................................. 7/00

1/00

電療法；其所用的線路 （A61N

2/00 優先；用於治療或體內測試的

A-207

A61N,P

導電製劑見 A61K 50/00）[5,8]

1/378 ‧‧‧‧‧電源 [4]

1/02

‧元件

1/38

‧‧‧‧‧用於產生休克效應者

1/04

‧‧電極

1/05

‧‧‧植入或插入軀體內用者，例

1/39

‧‧‧‧心臟除纖顫器 [4]

1/40

‧電感耦合或電容耦合電場之應用

如心臟電極（1/06 優先）[4]
1/06

‧‧‧用於高頻療法者

1/44

‧電離流體之應用

1/08

‧‧監測、保護、控制或指示用之

2/00

磁療法 [5]

2/02

‧由線圈產生磁場，包括單匝線圈

設備或線路（用於單一專用
設備者見 1/10 至 1/44）[4]
1/10

‧應用靜電者（應用離子化氣體或

或電磁體（2/12 優先）[5]
2/04

蒸氣者見 1/44）
1/14

‧電荷之導離，如用接地法

1/16

‧大氣或地球輻射或場之不良影響
的屏蔽或中和

1/18

‧利用接觸電極施加電流

1/20

‧‧連續的直流電

1/22

‧‧‧電療帶

1/24

‧‧‧‧帶附裝電源者

1/26

‧‧‧電療刷；電療按摩器

1/28

‧‧‧應用溫差電流之裝置

1/30

‧‧‧離子透入或陽離子電泳用之

‧‧用可變磁場，例如低頻或脈動
磁場 [5]

2/06

‧用永久磁鐵產生磁場（2/12 優
先）[5]

2/08

‧‧應用於外部 [5]

2/10

‧‧於體內使用，例如具有注入或
植入元件者 [5]

2/12

‧利用由機械運動產生的可變磁場
者 [5]

5/00

放射療法（治療及診斷兩用之器
械或設備見 A61B6/00；把放射性
材料運用到體內者見

器械

A61M36/00） [5,6]

1/32

‧‧交變或間歇電流

1/34

‧‧‧誘導麻醉用

5/01

‧治療時放射源運動之器械

1/36

‧‧‧刺激用，例如心臟起搏器

5/02

‧微波裝置（5/01 優先）

5/04

‧‧近場處置用的輻射器

先；心臟除纖顫器見

5/06

‧利用光（5/01 優先）

1/39）[4]

5/067 ‧‧利用雷射 [7]

1/362 ‧‧‧‧心臟刺激器（1/372 優

1/365 ‧‧‧‧‧由生理參數，例如心電
位控制者 [4]
1/368 ‧‧‧‧‧‧包括一個以上與不同

5/073 ‧‧利用偏振光（5/067 優先）[7]
5/08

‧‧紅外線與紫外線組合之裝置

5/10

‧X 射線治療法；r 射線治療法；
粒子照射治療法（5/01 優先）

心臟部位協同作用
之電極 [4]
1/37

‧‧‧‧‧監測；保護 [4]

1/372 ‧‧‧‧與植入刺激器有關的裝置
[4]
1/375 ‧‧‧‧‧結構上之安置，例如裝
外殼 [4]

A61P 化學藥品或醫藥製劑之特定療效

A-208

7/00

超音波療法（碎石術見
A61B17/22，17/225；使用超音波
頻振動之按摩者見 A61H23/00）[6]

7/02

‧局部超音波發熱 [6]

A61P

附註
該次類包括已分入次類 A61K 或 C12，或者在主類 C01，C07 或 C08 中
的化合物或藥物配製品之治療活性 [7]
在該次類中，術語「藥物」包括具有治療活性之化合物或組合物 [7]
在該次類中，把治療活性分入所有適當之位置 [7]
注意有關化學化合物之特殊治療活性、或其醫藥製備之發明技術，及此
等發明技術之化學結構、化合物、混合物或組成為已知者。這些技術可
同時分入次類 A61K 及次類 A61P 作為發明資訊。此外，如化學結構、化
合物、混合物或組成、或混合物或組成中之任一單獨成份被認為可代表
檢索所需資訊，亦可分入作為附加資訊。 [2012.01]
⑸ 對專利文件進行分類時，不將該次類之分類號作為主分類 [7]

1/00

藥物 [7]
1/02

‧口腔用製劑，例如治療齲齒、口
瘡或牙周炎之藥物 [7]

1/04

臟激素類見 5/48）[7]

治療消化道或消化系統疾病之

‧治療潰瘍、胃炎或回流性食管炎

3/10

尿病藥 [7]
3/12

‧用於體內電解質平衡者 [7]

3/14

‧用於體內鈣平衡者（維生素 D
見 3/02；副甲狀腺見 5/18；降

之藥物，例如抗酸藥、酸分泌抑

鈣素見 5/22；用於骨質疏鬆症

制劑、黏膜保護劑 [7]
1/06

者見 19/10；用於骨質轉移者見

‧抗痙攣藥，例如治療結腸、食道

35/04）[7]

痙攣運動障礙之藥物 [7]
1/08

‧治療噁心、暈動或暈眩之藥物；
止吐藥 [7]

‧治療高血糖症之藥物，例如抗糖

5/00

治療內分泌系統之藥物 [7]

5/02

‧下視丘激素的，例如 TRH、

1/10

‧輕瀉藥 [7]

GnRH、CRH、GRH、生長激素

1/12

‧止瀉藥 [7]

釋放抑制因子 [7]

1/14

‧助消化藥，例如酸類、酵素類、

5/04

激素活性者 [7]

食慾刺激劑、抗消化不良藥、滋
補藥、抗腸胃氣脹藥 [7]
1/16

5/06

‧治療胰臟疾病之藥物，例如胰臟

PRL、GH [7]
5/08

治療代謝疾病之藥物（血液或細
胞外液者見 7/00）[7]

3/04

‧營養素，例如維生素、礦物質
[7]
‧食慾減低劑；抗肥胖劑 [7]

3/06

‧抗高血脂藥 [7]

3/08

‧用於體內葡萄糖平衡之藥物（胰

3/02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腦垂體
前葉激素活性者 [7]

酵素 [7]

3/00

‧腦垂體前葉激素的，例如
TSH、ACTH、FSH、LH、

‧治療肝臟或膽囊疾病之藥物，例
如保肝藥、利膽藥、溶石藥 [7]

1/18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下視丘

5/10

‧腦垂體後葉激素的，例如催產
素，ADH [7]

5/12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腦垂體
後葉激素活性者 [7]

5/14

‧甲狀腺激素的，如 T3，T4 [7]

5/16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甲狀腺
激素活性者 [7]

5/18

‧副甲狀腺激素的 [7]
A-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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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副甲狀

9/02

腺激素活性者 [7]
5/22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降鈣素

‧非特異性心血管刺激劑，例如治
療暈厥之藥物、抗低血壓藥 [7]

9/04

‧影響肌肉收縮之藥劑，即刺激心

活性者 [7]
5/24

‧性激素的 [7]

5/26

‧‧雄激素 [7]

9/06

臟收縮；治療心臟衰竭之藥物
[7]
‧抗心律失常之藥物 [7]

5/28

‧‧抗雄激素 [7]

9/08

‧針對多種症狀之血管舒張藥 [7]

5/30

‧‧雌激素 [7]

9/10

‧治療局部缺血或動脈粥狀硬化疾

5/32

‧‧抗雌激素 [7]

病者，例如抗心絞痛藥、冠狀血

5/34

‧‧促孕激素 [7]

管舒張藥、治療心肌梗死、視網

5/36

‧‧抗促孕激素 [7]

膜病、腦血管功能不全、腎動脈

5/38

‧腎上腺激素的 [7]

硬化疾病之藥物 [7]

5/40

‧‧鹽腎上腺皮質類固醇皮質類固
醇，例如醛固酮；增強或保

5/42

5/46

‧抗高血壓藥物 [7]

9/14

‧血管保護藥；治療痔瘡藥；治療

護鹽腎上腺皮質類固醇活性

靜脈曲張之藥物；毛細血管穩定

之藥物 [7]

劑 [7]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鹽腎上
腺皮質類固醇活性者 [7]

5/44

9/12

‧‧糖腎上腺皮質類固醇；增強或

11/00 治療呼吸系統疾病之藥物 [7]
11/02 ‧鼻用劑，例如減充血劑 [7]
11/04 ‧用於咽喉疾病者 [7]

保護糖腎上腺皮質類固醇活

11/06 ‧止喘藥 [7]

性之藥物 [7]

11/08 ‧支氣管擴張藥 [7]

‧‧用於降低、阻斷或拮抗糖腎上
腺皮質類固醇活性者 [7]

11/10 ‧祛痰藥 [7]
11/12 ‧黏液溶解藥 [7]

5/48

‧胰臟激素的 [7]

11/14 ‧鎮咳藥 [7]

5/50

‧‧用於增強或保護胰島素活性者
[7]

11/16 ‧中樞呼吸興奮劑 [7]

7/00

治療血液或細胞外液疾病之藥
物 [7]

7/02

‧抗血拴形成劑；抗凝血藥；血小
板凝集抑制劑 [7]

7/04

‧抗出血藥；促凝血劑；止血藥
劑；抗纖維蛋白溶解劑 [7]

7/06

‧抗貧血藥 [7]

7/08

‧血漿替代品；灌注液；透析劑或
血透析劑；治療電解質或酸鹼疾
病之藥物，例如低血容量休克藥
（人工淚液見 27/04）[7]

7/10

‧抗水腫劑、利尿劑 [7]

7/12

‧制尿劑，例如治療尿崩症之藥物
（ADH 見 5/10）[7]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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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心血管系統疾病之藥物 [7]

13/00 治療泌尿系統疾病之藥物（利尿
藥見 7/10）[7]
13/02 ‧用於尿道或泌尿道者，例如尿的
酸化劑 [7]
13/04 ‧用於尿石病 [7]
13/06 ‧抗痙攣藥 [7]
13/08 ‧用於前列腺的 [7]
13/10 ‧用於膀胱的 [7]
13/12 ‧用於腎臟的 [7]

15/00 治療生殖或性疾病之藥物（治療
性激素疾病之藥物見 5/24）；避孕
藥 [7]
15/02 ‧用於陰道疾病者 [7]
15/04 ‧用於誘導分娩或流產者；子宮收
縮藥 [7]
15/06 ‧安胎藥；分娩抑制劑 [7]

A61P,Q

15/08 ‧用於性腺疾病或用於促進生育

25/00 治療神經系統疾病之藥物 [7]

者，例如排卵或精子產生之誘導

25/02 ‧用於周圍神經疾病者 [7]

劑 [7]
15/12 ‧用於更年期疾病的 [7]

25/04 ‧中樞作用之止痛藥，例如鴉片
[7]
25/06 ‧抗偏頭痛藥 [7]

15/14 ‧用於泌乳疾病的 [7]

25/08 ‧抗癲癇藥；抗抽搐藥 [7]

15/16 ‧男性避孕藥 [7]

25/10 ‧‧用於癲癇小發作 [7]

15/18 ‧女性避孕藥 [7]

25/12 ‧‧用於癲癇大發作 [7]

15/10 ‧用於陽痿的 [7]

17/00 治療皮膚疾病之藥物 [7]
17/02 ‧治療傷口、潰瘍、燒傷、疤痕、
疙瘩等之藥物 [7]
17/04 ‧止癢藥 [7]
17/06 ‧治療牛皮癬藥 [7]
17/08 ‧抗皮脂溢藥 [7]
17/10 ‧抗痤瘡藥 [7]
17/12 ‧角質層分離劑，例如疣或抗雞眼
製劑 [7]
17/14 ‧用於禿髮或脫髮的 [7]
17/16 ‧潤膚劑或防護劑，例如抗輻射者
[7]
17/18 ‧抗氧化劑，例如，抗自由基（防
曬製劑見 A61Q17/00） [8]

25/14 ‧用於治療異常運動者，例如舞蹈
症、運動障礙 [7]
25/16 ‧‧抗帕金森病之藥物 [7]
25/18 ‧精神抑制藥；用於治療躁狂或思
覺失調症之藥物 [7]
25/20 ‧安眠藥；鎮靜藥 [7]
25/22 ‧抗焦慮藥 [7]
25/24 ‧抗憂鬱藥 [7]
25/26 ‧精神刺激劑、例如煙鹼、古柯鹼
[7]
25/28 ‧用於治療中樞神經系統神經變性
疾病的，例如精神藥劑、識別增
強劑、用於治療阿茲罕莫症或其
他類型癡呆之藥物 [7]
25/30 ‧用於治療濫用或依賴者 [7]

19/00 治療骨骼疾病之藥物 [7]

25/32 ‧‧濫用酒精 [7]

19/02 ‧用於關節疾病，例如關節炎、關

25/34 ‧‧濫用煙草 [7]

節病 [7]
19/04 ‧用於結締組織非特異性疾病的
[7]
19/06 ‧抗痛風劑，例如高尿酸血症或促
尿酸尿藥 [7]
19/08 ‧用於骨疾病的，例如佝僂病體質
的、佩吉特氏症 [7]
19/10 ‧用於骨質疏鬆症 [7]

21/00 治療肌肉或神經肌肉系統疾病
之藥物 [7]
21/02 ‧肌肉鬆弛劑，例如用於破傷風或
痛性痙攣 [7]
21/04 ‧用於重症肌無力者 [7]
21/06 ‧合成代謝劑（雄激素見 5/26）[7]

23/00 麻醉劑 [7]
23/02 ‧局部麻醉劑 [7]

25/36 ‧‧濫用鴉片 [7]

27/00 治療感官疾病之藥物 [7]
27/02 ‧眼用藥劑 [7]
27/04 ‧‧人工淚液；沖洗液 [7]
27/06 ‧‧抗青光眼劑或縮瞳藥 [7]
27/08 ‧‧散瞳藥或睫狀肌麻痺藥 [7]
27/10 ‧‧用於調節性疾病的，例如近視
[7]
27/12 ‧‧用於白內障 [7]
27/14 ‧‧減充血劑或抗過敏劑 [7]
27/16 ‧耳用藥 [7]

29/00 非中樞性止痛劑、退熱藥或抗
炎劑，例如抗風濕藥；非類固
醇抗炎藥（SAIDs）[7]
29/02 ‧沒有抗炎作用的 [7]

31/00 抗感染藥，即抗生素、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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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化療劑 [7]
31/02 ‧局部抗菌劑 [7]

37/00 治療免疫或過敏性疾病之藥物

31/04 ‧抗細菌藥 [7]

[7]
37/02 ‧免疫調節劑 [7]

31/06 ‧‧用於結核病的 [7]

37/04 ‧‧免疫刺激劑 [7]

31/08 ‧‧用於痲瘋病的 [7]

37/06 ‧‧免疫抑制劑，例如用於移植排
斥之藥物 [7]

31/10 ‧抗真菌劑 [7]
31/12 ‧抗病毒劑 [7]

37/08 ‧抗過敏劑（止喘藥見 11/06；抗
眼過敏劑見 27/14）[7]

31/14 ‧‧用於 RNA 病毒的 [7]
31/16 ‧‧‧用於流行性感冒或鼻病毒的
[7]
31/18 ‧‧‧用於 HIV [7]
31/20 ‧‧用於 DNA 病毒的 [7]
31/22 ‧‧‧用於疱疹病毒的 [7]

33/00 抗寄生蟲藥 [7]

39/00 全身保護或抗毒劑 [7]
39/02 ‧解毒藥 [7]
39/04 ‧螯合劑 [7]
39/06 ‧自由基清除劑或抗氧化劑 [7]

41/00 用於手術方法中之藥物，例如
用於預防粘連或用於玻璃體替

33/02 ‧抗原生動物藥，例如用於治療利
什曼病、滴蟲病、弓形體病者
[7]
33/04 ‧‧殺變形蟲藥 [7]

代物之手術輔藥 [7]
43/00 未包括在 1/00 至 41/00 主目中
的，用於特殊目的之藥物 [7]

33/06 ‧‧抗瘧疾藥 [7]
33/08 ‧‧用於治療卡氏肺囊蟲的 [7]
33/10 ‧抗蠕蟲藥 [7]
33/12 ‧‧殺血吸蟲藥 [7]
33/14 ‧殺寄生蟲藥，例如殺疥蟎藥 [7]

35/00 抗腫瘤藥 [7]
35/02 ‧對白血病有特異性者 [7]

附註
當化學藥品或醫藥製劑之特定療效明確
的被揭露時，分類唯一被使用在這些主
目中，而特定療效不適合任何 A61P
1/00-A61P 41/00 的類別 [2010.01]

35/04 ‧對轉移瘤有特異性者 [7]

A61Q 化妝品或類似梳妝用配製品的特定使用 [8]
附註
本次類同樣包含己分入主目 A61K8/00、次類 C11D 或 C12N 或主類
C01、C07 或 C08 中的化妝品或類似梳妝用配製品的使用。 [8]
當分入本次類時，如果該配製品已指明有治療活性的，也應分入次類
A61P 中。 [8]
在本次類中，化妝品或類似梳妝用配製品的使用分入所有的適當位置上
[8]

注意有關化妝品特殊用途或、或衛生用品製備之發明技術，及此等發明
技術之化學結構、化合物、混合物或組成為已知者。這些技術可同時分
入主類 A61K 8/00、或次類 C11D、及亦可分入次類 A61Q 作為發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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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此外，如化學結構、化合物、混合物或組成、或混合物或組成中之
任一單獨成份被認為可代表檢索所需資訊，亦可分入作為附加資
訊。 [2012.01]
⑸ 對專利文件進行分類時，不將本次類的各分類號作為主分類 [8]

1/00

化妝品；人體用粉；去除化妝

11/02 ‧用於假牙除臭、脫色或消毒的製
劑 [8]

品用的配製品 [8]
1/02

‧含皮膚色料（例如顏料）的配製

13/00 香水製劑的配方或添加劑（精油
或香水本身見 C11B9/00）[8]

品（呈粉狀的見 1/12） [8]
1/04

‧‧用於嘴唇的 [8]

1/06

‧‧‧口紅 [8]

1/08

‧‧用於面頰，例如胭脂 [8]

1/10

‧‧用於眼睛的，例如，眼線、睫

15/00 抗汗或身體除臭（空氣除臭見
A61L9/00） [8]

17/00 阻隔性製劑；製劑直接與皮膚
接觸，用以防護外部影響，如

毛膏 [8]
1/12

陽光、X 射線或其他有害射

‧臉或身體用粉，例如用於打扮、
修飾或引人注意的 [8]

線、腐蝕性材料、細菌或昆蟲

1/14

‧去除化妝的配製品 [8]

3/00

修指甲或修腳製劑 [8]

17/02 ‧含驅蟲劑者 [8]

3/02

‧指甲塗料 [8]

17/04 ‧防護日光或其他輻射的局部製

3/04

‧指甲塗料去除劑 [8]

5/00

關於毛髮處理的製劑 [8]

19/00 處理皮膚的製劑 [8]

5/02

‧清洗毛髮的製劑 [8]

5/04

‧用於使波浪髮式或直髮持久的製

19/02 ‧用化學方法漂白或變白皮膚者
[8]
19/04 ‧用化學方法變黑皮膚者（局部用

劑 [8]
5/06

‧用於毛髮造型的製劑，例如，藉
由暫時造型或著色 [8]

5/08

‧漂白毛髮的製劑 [8]

5/10

‧持久染色毛髮的製劑 [8]

5/12

‧含護髮劑的製劑 [8]

7/00

影響毛髮生長的製劑 [8]

7/02

‧用於抑制或減緩毛髮生長的製劑
[8]

9/00

用於去除髮或幫助去毛髮的製
劑 [8]

9/02

‧修鬍鬚製劑 [8]

9/04

‧脫毛劑 [8]

11/00 用於處理口腔中牙齒或假牙的
製劑，例如，牙粉或牙膏；漱
口劑 [8]

螫咬[8]

劑；局部用日光晒黑製劑 [8]

日光曬黑製劑見 A61Q17/04）
[8]
19/06 ‧用於抗蜂窩組織炎者 [8]
19/08 ‧抗衰老製劑 [8]
19/10 ‧洗滌或沐浴製劑 [8]

90/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含的有特別
用途的化妝品或類似梳妝配製
品[2009.01]

附註
當化妝品或類似梳妝用配製品的特定使
用明確的被揭露時，分類唯一被使用在
這些次目中，而特定使用不適合任何在
先前的子次類中[2010.01]
99/00

（轉見 A61Q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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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2

救生；消防

A62B 救生設備；救生裝置或救生方法 （專門用於醫療工作之閥門見 A61M
39/00；用於呼吸保護器，防毒面具，呼吸裝置或類似物之 化學物質組合物見
A62D ；山上或樹林中之營救見 A63B27/00，29/00；專用於水中之救生設

備、裝置或救生方法見 B63C9/00；潛水裝備見 B63C11/00；飛機上專用
者，如降落傘、彈射椅見 B64D；採礦業專用營救設備見 E21F11/00）

次類索引
營救，例如火災時

過濾器 ............................19/00，21/00，23/00

逃生或防護裝置...................1/00，3/00，5/00

貯存，檢驗..................................25/00，27/00

呼吸容器 ..................................................31/00

防護衣，安全帶 ....................... 17/00，35/00

假死者之安全裝置...................................33/00

保護呼吸或防化學藥劑之集體用裝置

單人呼吸面具或裝置

密封室之空調或通風 .................. 11/00，13/00

類型 ...............................................7/00，18/00

其他防護......................................15/00，29/00

零件 ...............................................9/00，18/08

其他救生 ................................................ 99/00

濾筒，氧氣發生器，

管子、滑槽、滑板

火災營救；建築物或類似物中之營
救
1/00
1/02

1/22

‧用接跳裝置，如接跳布、接跳墊

3/00

便於從建築物或類似物逃生之

由建築物或類似物上降人用之

裝置或單個部件，如保護擋

裝置

板、保護網；防煙擴散至建築

‧使用營救籠、袋或類以物者（升

物清淨部分之輕便裝置（1/00 優
先）

降機、升降梯或活動通道見
B66B）
1/04

‧‧單個部件，例如緊固裝置

1/06

‧使用繩降裝置者（絞盤、絞車見
B66D）

5/00

火災營救用之其他裝置（梯子見
E06C）

呼吸保護器；防毒面具，包括如高

1/08

‧‧具有絞車或滑輪之制動機構

空用之呼吸裝置，或其所用之面

1/10

‧‧‧機械操作者
‧‧‧液壓操作者

具；防有害化學藥劑之裝置

1/12
1/14

‧‧用於繩上滑動之制動器者

1/16

‧‧救生繩或救生帶（安全帶見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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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保護裝置（醫用者見 A61M
16/00）

35/00；山用牽引索見 A63B

7/02

‧用壓縮氧氣或空氣者

29/02；海上救生帶見 B63C）

7/04

‧‧兼用肺控氧氣閥或空氣閥

‧‧繩降裝置之其他單個部件，如

7/06

‧用液氧者

7/08

‧含有產生氧之化學品者

7/10

‧用過濾元件者

捲繩機、拋繩裝置
1/20

7/00

‧用滑繩、滑桿或滑槽、如軟管、

A62B

7/12

‧用新鮮空氣軟管者

孔、帶子、傳話器、信號裝置

7/14

‧高空飛機用者

（護目鏡見 A61F9/02；視孔或

9/00

呼吸保護裝置或呼吸裝置之構
件（19/00，21/00，23/00 優先）[4]

其他透明部件之材料組合物見
A62D 7/00）
18/10 ‧‧閥

9/02

‧閥

9/04

‧聯接器；支架

19/00 呼吸裝置中附吸附物質之濾筒

9/06

‧口罩；鼻夾（醫用者見 A61M

19/02 ‧附氧化劑者

15/00）

11/00 密閉室中更新呼吸空氣之裝置
（空氣之化學淨化、消毒或滅菌見
A61L；於航空器或潛艇中，當其
影響運載工具之結構或其受結構影
響者分別見 B63B，B64D；一般空
調見 F24 F）

13/00 防毒氣掩蔽部通風之特殊裝置
（通風一般見 F24F）

15/00 防毒或防有害物之保護裝置，
例如具有單獨的呼吸裝置者
（建築物方面見 E04H9/00）

17/00 隔熱或防有害化學藥劑或高空
使用之保護衣（工作或運動保護
衣見 A41D13/00；眼或耳之保護見
A61F9/00；防護衣材料之組合物
見 A62D5/00；海上救生服見
B63C；潛水服見 B63C11/02；飛
行服見 B64D10/00；太空衣見
B64G6/00；防彈衣見 F41H1/02）
[2]
17/04 ‧防護罩

21/00 呼吸保護裝置中用化學物質產
生氧之裝置
23/00 保護呼吸用之過濾器（一般濾氣
器見 B01D）
23/02 ‧呼吸器用
23/04 ‧防毒氣掩蔽部用
23/06 ‧鼻過濾器

25/00 貯藏呼吸保護裝置或呼吸裝置
之設備 [4]
27/00 試驗呼吸保護裝置或呼吸裝置
之方法或設備（一般氣密性試驗
裝置見 G01M）[1,4,2006.01]
29/00 提供無害者或阻隔有害化學藥
劑之裝置，如設備（呼吸保護裝
置見 7/00；防毒氣之門、窗、百葉
窗見 E06B）

31/00 附有呼吸用空氣更新裝置或通
風裝置之呼吸保護容器或活動
艙（防毒氣掩蔽部之通風見
13/00；防護衣或防護罩見 17/00；
醫用治療室見 A61G10/00）[4]

17/08 ‧動物之保護罩

18/00 呼吸面具或防護帽，如防化學
藥劑或高空使用者（17/00 優
先；麻醉面具見 A61M16/06）
18/02 ‧面具（動物用防毒面具見

33/00 使假死者獲救或引人注意之裝
置；意外事故中被掩埋者之呼
吸裝置
35/00 安全帶或軀體背帶；特別係於

18/06；焊工用面罩見

突然改變動作之情況下，限制

A61F9/06）

軀體位移之類似裝備（帶扣見

18/04 ‧防毒帽

A44B11/00；兒童傢俱之附件見

18/06 ‧動物用防毒面具

A47D15/00；兒童座椅見 B60N

18/08 ‧防毒面具或防毒帽之部件，如視

2/24；陸上車輛之安全帶或軀體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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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見 B60R22/00；降落傘背帶見
B64D17/30；飛行器上用之背帶見

35/04 ‧裝有能量吸收裝置者 [4]

37/00 （轉見 A62B 99/00）

B64D25/06；可釋放的固繫件見
F16B）[4]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2009.01]

A62C 消防（滅火組合物，滅火化學物質之使用見 A62D1/00；一般向表面噴射、
施 用 液 體 或 其 他 流 體 物 質 見 B05 ； 滅 火 飛 機 見 B64D1/16 ； 報 警 裝 置 見
G08B，例如以煙或氣驅使的火災信號報警見 G08B17/10）

次類索引
火災預防或抑制；對特殊物體或空間滅火
預防或抑制 ................................................2/00

手槍或步槍型...........................................17/00

救火車輛

消焰器 ........................................................4/00

陸地車輛...................................................27/00

對特殊物體或空間.....................................3/00

船艇 ..........................................................29/00

製造使用前之滅火材料........................... 5/00

滅火物資之輸送 .................................... 31/00

手動工具或附件....................................... 8/00

水管附件 ................................................ 33/00

便攜式滅火器

固定安裝設備 ........................................ 35/00

按操作原理 .......... 11/00，13/00 19/00，25/00

滅火設備之控制 .................................... 37/00

背包型 ......................................................15/00

其他方法，設備或附件......................... 99/00

2/00

火災之預防或抑制（3/00 優先，
消焰器見 4/00）[5]

2/04

‧易燃物質源之排除或截斷 [5]

2/06

‧‧物理滅火屏障 [5]

2/08

‧‧水幕（噴嘴本身見 31/02）[5]

2/10

‧‧耐火幕 [5]

2/12

‧‧鉸鏈式阻擋板 [5]

2/14

‧‧‧具有兩個或多個葉片者 [5]

2/16

‧‧‧‧多葉片滾動型或倒閉型[5]

2/18

‧‧滑動式阻擋板 [5]

2/20

‧‧‧下敞口面成 90°者 [5]

2/22

‧‧具有於關閉敞口之前去除障礙
物，如軌道或傳輸裝置之預

3/02

火災 [5]
3/04

‧‧操縱機構或控制機構 [5]

3/00

適用於特殊物體或空間之火災
預防、抑制或撲滅（核反應爐者
見 G21C9/04）[5]

‧粉塵或鬆散包裝或鬆散堆放之物
料，例如地下倉庫、煙囪（火焰
阻斷器見 4/00）[5]

3/06

‧極易燃物料，例如輕金屬、石油
產品 [5]

3/08

‧於運載設備中，例如公路車輛
[5]
‧‧於飛機內 [5]

3/10

‧‧於船舶上 [5]

3/16

‧於電設備中，例如索道 [5]

4/00

允許氣體通過惟不允許火焰或

3/07

爆炸波通過之火焰阻斷器 [2]

防措施的滅火器 [5]
2/24

‧大面積火災，如森林火災、地下

4/02

‧氣體管道中者（安全閥見 F16K
17/00）[2]

4/04

‧煙道或煙囪中者 [2]

5/00

使用前直接製造滅火材料（噴嘴
見 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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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泡沫 [5]

13/72 ‧‧以兩個容器上之釋放裝置同時

5/027 ‧‧重泡沫 [5]
5/033 ‧凝膠 [5]

運行為特徵者 [5]

手動工具；手提式滅火器；手動滅

13/74 ‧‧‧可刺破或打破壓縮氣體容器
[5]
13/76 ‧零件或附件 [5]

火器 [5]

13/78 ‧懸掛裝置或支撐裝置 [5]

8/00

專門適用於救火之手動工具或

15/00 背包型滅火器（人體攜帶之背
包、載架、包架本身見

附件，例如工具匣子 [5]

A45F3/00）

8/02

‧吊桶或桶 [5]

8/04

‧耙或拍打器 [5]

17/00 手槍式或步槍式手持滅火器

8/06

‧滅火毛毯 [5]

19/00 由爆炸排出滅火物質之手持滅

8/08

‧擋板 [5]

11/00 附有手操縱泵之便攜式滅火器

火器；或拋入火中之爆炸容器
25/00 具有電動泵之便攜式滅火器 [5]

[5]

13/00 於使用前永久加壓或立即加壓
之便攜式滅火器（11/00 優先）[5]
13/02 ‧以由化學品產生之壓縮氣體者

27/00 陸地滅火車輛（車輛方面，見
B60 至 B62 適當次類）[1,2006.01]
29/00 滅火船或如浮筒類之結構者

13/04 ‧‧附單獨酸容器者

（造船或航海方面，見 B63 適當

13/06 ‧‧‧不附閉合裝置之酸容器者

次類）

13/08 ‧‧‧附有閉合裝置之酸容器者
13/10 ‧‧‧‧具非密封蓋閉合裝置者
(一般不具密封容器裝置
的液體容器的非密封蓋
或覆蓋物見 B65D51/02)
13/12 ‧‧‧‧有閥閉合裝置者
13/14 ‧‧‧附由釘、螺釘或相似物擊破
其外殼之酸容器者
13/16 ‧‧‧附有操作時可由跌破的活動
酸容器者
13/18 ‧‧‧帶由沖擊重量，如落降重量
而破碎的酸容器者
13/20 ‧‧附用單獨外殼，如用筒裝之化
學品者
13/22 ‧‧附產生壓縮氣體之燃燒物質者

[5]

31/00 滅火物質之輸送（泵見 F04，軟
管見 F16L）
31/02 ‧適用於滅火之噴嘴 [5]
31/03 ‧‧可調者，例如由噴撒至噴射或
由噴射至噴撒 [5]
31/05 ‧‧具有兩個或多個出口 [5]
31/07 ‧‧‧對不同之介質 [5]
31/12 ‧‧輸送泡沫或霧化泡沫
31/22 ‧‧突破牆壁、堆積物或類似物專
用者
31/24 ‧‧附加至附有或不附有旋轉頭之
梯子、桿、塔或其他結構上
31/28 ‧輸送裝置之附件，如支架

13/62 ‧具有單個永久加壓容器 [5]

33/00 軟管附件 [5]

13/64 ‧‧靠閥釋放滅火物質者 [5]

33/02 ‧清潔或乾燥軟管用之裝置（乾燥

13/66 ‧具有滅火物質及貯存於單獨容器
內壓縮氣體者 [5]

架見 F26B）
33/04 ‧滅火軟管之架子或夾緊物

13/68 ‧‧以釋放滅火物質為特徵者 [5]

33/06 ‧軟管或管橋

13/70 ‧‧以釋放壓縮氣體為特徵者 [5]

35/00 永久性安裝之設備（31/00，
A-217

A62C

33/00，37/00 優先；對形成水幕見

37/08 ‧含敏感器之出口裝置，或其本身

2/08）

為敏感器，即本身附有噴撒器
[5]
37/09 ‧‧可伸縮者或可調節者 [5]

35/02 ‧具有輸送滅火物質容器者（對形
成水幕見 2/08）
35/04 ‧‧可擺動或可傾斜的容器

37/10 ‧‧釋放裝置，例如電釋放者 [5]

35/06 ‧‧靠降落打開或破壞容器者 [5]

37/11 ‧‧‧熱敏感者 [5]

35/08 ‧‧靠爆破料打開或破壞容器者
[5]
35/10 ‧‧靠火焰或加熱打開或破壞容器

37/12 ‧‧‧‧有保險片者 [5]

者 [5]
35/11 ‧‧由來自危險區之信號所控制者
[5]
35/13 ‧‧‧具有有限供應滅火材料之系
統 [5]

37/14 ‧‧‧‧有易碎容器者 [5]
37/16 ‧‧‧‧有熱膨脹片者 [5]
37/20 ‧‧使用後復原；其工具 [5]
37/21 ‧‧‧自動者 [5]
37/36 ‧由與出口裝置分開之敏感器產生
的驅使信號 [5]
37/38 ‧‧利用敏感器及調節器，例如

35/15 ‧‧‧具有自動停止供應滅火材料
之系統 [5]

閥，於危險區者 [5]
37/40 ‧‧‧於敏感器與調節之間具有電

35/20 ‧消防栓，例如牆壁軟管、牆壁裝
置、插入式櫥櫃（街道中消防栓

連接件 [5]
37/42 ‧‧‧於敏感器及調節器之間具有

見 E03B9/02）[5]

機械連接件，例如連桿、

35/58 ‧管線系統 [5]
35/60 ‧‧濕的，即不用時仍含有滅火材
料者 [5]
35/62 ‧‧乾的，即不用時可排空滅火材
料者 [5]

控制桿 [5]
37/44 ‧‧僅於危險區使用之敏感器 [5]
37/46 ‧‧調節器之結構 [5]
37/48 ‧‧‧熱敏引發器 [5]
37/50 ‧確定設備備用狀態之試驗或指示

35/64 ‧‧加壓者 [5]
35/66 ‧‧‧加速裝置者 [5]
35/68 ‧‧零件，例如軟管或閥系統者
（閥本身見 F16K）[5]

裝置 [5,2006.01]

39/00 (轉見 A62C 99/00)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2010.01]

37/00 滅火設備之控制（熱敏感裝置見
G01K）[5]

A62D 滅火用化學裝置；藉由產生化學變化使有害的化學物質無害或減少害
處的方法；用於防護有害化學試劑的覆蓋物或衣罩的材料組合物；用
於防毒面具、呼吸器、呼吸袋或頭盔的透明部件的材料組合物；用於
呼吸裝置中的化學材料組合物 [1,8]

1/00

使用
1/02
A-218

（1/06，1/08 優先）[3]

滅火組合物；化學滅火物質之
‧含有或產生氣相者，如泡沫

1/04

‧‧以泡沫穩定劑為特徵者 [3]

1/06

‧含有產生氣體、化學活性之組分

A62D

者 [3]
1/08

3/00

碼以關聯有害化學物質之

‧含有揮發性液體或充氣液體者
[3]

本質。[2007.01]
3/02

素或微生物之程序 [2007.01]

透過在物質中產生化學變化使
有害的化學物質無害或降低危

3/10

29/00；透過燃燒消滅有毒氣體見
F23G7/06）[1,2007.01]

附註

‧‧電化學程序，例如：電滲析
[2007.01]
3/115 ‧ ‧ ‧ 以 電 解 法 分 解 或 轉 化
[2007.01]
3/13 ‧‧藉由聲波之能量 [2007.01]
3/11

3/15

本主目不包括：
—將有害化學物質之危害

‧透過提供電能、波能、粒子輻射
或離子化輻射 [2007.01]

害的方法（提供無害者或阻隔有
害化學藥劑之裝置見 A62B

‧透過生物學的方法，即：使用酵

‧‧藉由粒子輻射，例如：電子束
輻射[2007.01]

3/17

‧‧藉由電磁波輻射，例如：藉由
被雷射照射 [2007.01]

性根除或減低以製造可
用產品之化學或物理化

3/172 ‧ ‧ ‧ γ 射 線 ， 即 ： 波 長 介 於

學程序，例如：用水泥

0.003 到 0.03 奈米間之輻

凝固。前述程序應依附

射線 [2007.01]

於製造相關特定產品之
次類中。然而，若是前
述將有害化學物質之危
害性去除以製造可用產
品之程序所包含的某個
次程序具有新穎性及進

3/174 ‧‧‧X 射線，即：波長介於 0.03
到 3 奈米間之輻射線
[2007.01]
3/176 ‧‧‧紫外線輻射，即：波長介於
3 到 400 奈米間之輻射線
[2007.01]
3/178 ‧‧‧微波輻射，即：波長介於

3/19

0.3 到 30 公分間之輻射線
[2007.01]
‧‧藉由電漿 [2007.01]

3/20

‧藉由加氫高溫分解或破壞性的蒸

步性，則此次程序可以
歸類於本主目 A62D
3/00。[2007.01]
在本主目中下列術語之定

汽氣化，例如：使用水及熱造

義為：

成化學變化[2007.01]

—“有害化學物質”係指

3/30

‧藉由與化學藥劑反應 [2007.01]

因危害性太高或毒性太

3/32

‧‧藉由在融熔之化學試劑中處

3/33

理，例如：鹽類或金屬
[2007.01]
‧‧藉由化學方法將有害物質固

3/34

定，例如：鉗合或錯合
[2007.01]
‧‧使用具反應性且可分解的化學

強以致於不能以一般衛
生掩埋方式處理之化學
廢棄物。[2007.01]
在本主目中，適用首位規
則，即在每個階層中，如
無相反指示，應分入最先

藥劑來去除鹵素 [2007.01]

適當位置。[2007.01]

3/35

‧‧藉由水解 [2007.01]

在本主目中，最好加入

3/36

‧‧使用酸性或鹼性試劑將毒性去

A62D 101/00 次目之索引

除 [2007.01]

A-219

A62D

3/37

‧‧藉由還原反應，例如：氫化反
應[2007.01]

3/38

‧‧藉由氧化反應，例如：燃燒反
應 [2007.01]

3/40

‧藉由加熱產生化學變化，例如：
熱裂解 [2007.01]

5/00

防有害化學藥劑覆蓋物或衣罩

101/02 ‧化學戰爭物質，例如：膽鹼酯
抑制劑 [2007.01]
101/04 ‧農藥，例如：殺蟲劑、除草劑、
殺菌劑或殺線蟲劑 [2007.01]
101/06 ‧炸藥、火箭或煙火，例如：火箭
燃料或汽油彈 [2007.01]
101/08 ‧有毒燃燒灰燼，例如：焚化爐之

防毒面罩、呼吸器、呼吸袋或

飛灰中所包含之毒性物質
[2007.01]
101/20 ‧有機物 [2007.01]

防護帽透明部件材料之組成

101/22 ‧‧含鹵素 [2007.01]

7/02

‧防止水滴或冰生成之晰視片

101/24 ‧‧含重金屬 [2007.01]

9/00

呼吸裝置中所用化學物質組成

用材料之組成
7/00

用於指示有害化學物質之本質與主
目 3/00 聯合使用之索引碼。[2007.01]
101/00 藉由化學變化使有害的化學物
質無害或降低危害[2007.01]

附註
當某一化學物質之索引碼介在 101/02 至
101/08 次目中，則此物質之化學結構之
索引碼可能會存在 101/20 到 101/40 之
一或多個次目中[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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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6 ‧‧含氮或磷 [2007.01]
101/28 ‧‧含氧、硫、硒、碲，即：氧族
元素 [2007.01]
101/40 ‧無機物 [2007.01]
101/41 ‧ ‧ 含 無 機 纖 維 ， 例 如 ： 石 棉
[2007.01]
101/43 ‧ ‧ 含 重 金 屬 ， 鍵 結 或 自 由 態
[2007.01]
101/45 ‧‧含氮或磷 [2007.01]
101/47 ‧‧含氧、硫、硒、碲，即：氧族
元素 [2007.01]
101/49 ‧‧含鹵素 [2007.01]

A63B

A63

運動；遊戲；娛樂活動

A63B 體育鍛練、體操、游泳、爬山或擊劍用之器械；球類；訓練設備 （被
動的訓練，按摩設備見 A61H）

次類索引
游泳 ........................................... 31/00 至 35/00

體操器械
槓，平衡桿 .......................... 1/00，3/00，4/00

球類 ........................................... 37/00 至 47/00

跳躍用器械；高蹺 ............ 5/00，6/00；25/00

高爾夫設備 ............................... 53/00 至 57/00

自由懸掛之器械；爬竿，

球類比賽用之其他設備 ......... 49/00，51/00，

爬架或爬梯 ..................................... 7/00；9/00

59/00，60/00，61/00，63/00

球棒 .......................................................... 15/00

投擲器械 .................................................. 65/00

其他訓練器械 .............. 17/00 至 23/00，26/00

訓練設備 .................................................. 69/00

操縱裝置 .................................................. 24/00

特種運動器械

其他運動遊戲，
其他輔助設備................................ 67/00；71/00

攀登，登山運動 ......................... 27/00，29/00

體操器械 [3]

6/00

吸收跳躍，體操或類似運動震
動之墊子或類似物 [5]

6/02

‧為著陸之用，例如為撐竿之用
[5]

7/00

自由懸掛之體操器械

7/02

‧吊環，高鞦韆

7/04

‧爬繩

跳躍用器械（跳躍用之墊子見

7/06

‧附懸索之旋轉體

6/00；為賽跑或騎馬運動用者，如

7/08

‧走索，踩鋼絲之器械

跨欄，見 A63K）[5]

9/00

爬竿，爬架或爬梯

1/00

體操用之單槓

1/04

‧槓之清潔

3/00

雙槓或類似體操器械

4/00

平衡木 [5]

5/00

5/02

‧跳高標桿

5/04

‧‧所用之繩索

15/00 體操用之棍棒或類似物

5/06

‧撐竿跳高用之竿

15/02 ‧有照明裝置者

5/08

‧跳板（蹦床類型見 5/11）[5]

17/00 組合多種部件，如梯、桿、橫

5/10

‧‧水上運動用者

5/11

‧蹦床 [5]

17/02 ‧剛性結合者

5/12

‧加軟墊之跳躍運動器械，如木

17/04 ‧可拆式者

馬、鞍馬、跳桌
5/16

‧跳躍用之訓練裝置；高弧度跳躍
用之裝置；跳躍輔助設備

木、滑板之鍛練器械

19/00 圈環操器械
19/02 ‧可自由運動之滾圈，如滾輪

5/20

‧跳繩

19/04 ‧可動地支承於一個構架上者

5/22

‧跳躍運動用的障礙

21/00 附有或不附有測量裝置，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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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B

靠推力而促進或增強人體之肌
肉或關節之訓練器械（此類設備
電或電子控制器見 24/00）
21/002 ‧等長的或等動力者，即無實質的
肌肉運動之力的變化 [5]
21/005 ‧使用電磁者或電阻力裝置 [5]
21/008 ‧使用水力或空氣之阻力裝置 [5]
21/012 ‧使用摩擦阻力裝置 [5]
21/015 ‧‧包括轉動或擺動元件 [5]
21/018 ‧‧包括相對於元件表面運動之繩
索 [5]

[5]
22/16 ‧沿水平軸擺動之平台；平衡鼓；
平衡板或類似物 [5]
22/18 ‧由使用者之擺動產生的具有循環
或旋轉運動元件（環箍訓練器械
見 19/00）[5]
22/20 ‧於練習期間使用在地板或其他表
面上運動之滾輪、輪子、小腳輪
或類似物 [5]

23/00 專門適合於人體之特定部位的
訓練器械（22/00 優先；阻力方面

21/02 ‧使用彈性阻力裝置 [5]

見 21/00；此類設備電或電子控制

21/04 ‧‧附加於固定之基礎

器見 24/00；於鍵盤操作訓練中，

21/045 ‧‧具有扭轉元件 [5]

手指或手臂訓練或增強之裝置見

21/05 ‧‧線性壓縮元件 [5]

G09B，即 G09B15/06）[5]

21/055 ‧‧延展元件類型 [5]

23/02 ‧用於腹部、脊骨、軀幹或肩部者

21/06 ‧被使用者操縱之重物 [5]

23/025 ‧用於頭或脖子者 [5]

21/062 ‧‧包括重物垂直系統之導軌 [5]

23/03 ‧‧用於面部肌肉者 [5]

21/065 ‧‧穿著於使用者身上者 [5]

23/035 ‧用於肢體，即上肢或下肢，如同

21/068 ‧‧利用使用者體重 [5]

時用於上肢或下肢 [5]

21/072 ‧‧啞鈴，槓鈴或類似物 [5]

23/04 ‧‧用於下肢 [5]

21/075 ‧‧‧帶有可變重塊 [5]

23/08 ‧‧‧用於踝關節 [5]

21/078 ‧‧長凳壓力練習裝置 [5]

23/10 ‧‧‧用於腳或足尖 [5]

21/08 ‧‧固定於一端者

23/12 ‧‧用於上肢 [5]

21/16 ‧固定引拉裝置之支承物

23/14 ‧‧‧用於腕關節 [5]

21/22 ‧有旋轉體之阻力裝置

23/16 ‧‧‧用於手或手指 [5]

21/28 ‧由兩人對著操作之裝置

23/18 ‧用於改進呼吸功能 [5]

22/00 專門適合於調節心血管系統及

23/20 ‧用於陰道肌肉 [5]

訓練運動之敏捷性或協調性之
訓練器械（阻力方面者見 21/00；
此類設備電或電子控制器見
24/00）[5]
22/02 ‧附有可動的環帶 [5]
22/04 ‧附有可動踏板 [5]
22/06 ‧具有周期性旋轉之運動（自行車
支撐台見 69/16；單輪自行車見
B62K1/00）[5]
22/08 ‧‧用於腿部訓練者 [5]
22/10 ‧‧用於臂部訓練者 [5]
22/12 ‧‧同時供腿及臂訓練用 [5]
22/14 ‧沿垂直軸往復旋轉運動之平台

A-222

24/00 在 1/00 至 23/00 各次目內訓練
器械用之電氣或電子控制器 [5]
25/00 高蹺或類似器械
25/02 ‧有彈性的高蹺
25/04 ‧有輪者
25/06 ‧可使步子拉長之安裝高蹺的鞋
25/08 ‧加環箍手杖，如一種跳躍用之高
蹺杖
25/10 ‧縛於腳上之彈跳鞋

26/00 不包括於 1/00 至 25/00 各目內
之訓練器械 [5]

A63B

攀登，登山運動

35/00 具有由游泳者或發動機運行之
驅動裝置的游泳構架（供遊賞或

27/00 攀登立柱，樹幹或類似物之器

運動用之其他船或類似浮船之構造

械（供攀登者用之安全帶見

見 B63B 32/00，B63B 34/00，跳水

A62B35/00）

員用水橇或類似的船見

27/02 ‧縛於腳上攀登圓柱用之裝置

B63C11/46）[1,2006.01]

27/04 ‧縛於腳上攀登型桿用之裝置

35/02 ‧形如魚尾者

29/00 登山運動用之器械（頭盔見

35/04 ‧帶漿輪者

A42B 3/00；鞋類之防滑裝置或附

35/06 ‧具有雙漿片划水板或能漂浮之構
件

件，如釘鞋見 A43 C15/00；高緯度
用之呼吸面罩或防護帽見
A62B18/00
；鶴嘴鋤見 B25D7/00）[3]
29/02 ‧登山索繩或其他輔助設備，如雪
崩急救用繩；指出因意外事故，
如被雪崩掩埋的人員位置的裝置
29/04 ‧爬登用之階梯（永久性
使用者見 E06C9/04）
29/08 ‧登攀者手用裝置

35/08 ‧有推進器推進者
35/10 ‧‧由游泳者操控
35/12 ‧‧由發動機操控

球類
37/00 實芯球；大理石球（重的投擲球
類見 65/06）
37/02 ‧特殊的球蕊
37/04 ‧‧剛性球蕊
37/06 ‧‧彈性球蕊

游泳

37/08 ‧‧液態球蕊；塑性球蕊

31/00 游泳輔助器具（教游泳者見 69/10

37/10 ‧‧重心偏心者

至 69/14；水中救生者見

37/12 ‧特殊的覆蓋層

B63C9/00）

37/14 ‧特殊的表面

31/02 ‧游泳手套

39/00 不能充氣的空心球

31/04 ‧‧具有擴大推動表面之裝置

39/02 ‧有保持壓力之裝置

31/08 ‧游泳鰭板，鴨腳板或套入或可連

39/04 ‧‧縫合的球

至手、臂、腳、腿上之其他游泳

39/06 ‧特殊的球皮

輔助裝備（31/18 優先；如同手

39/08 ‧‧由兩半組合者

套般戴上者見 31/02）[3]
31/10 ‧‧套入或可連在手或腳上者 [3]

41/00 可充氣的空心球

31/11 ‧‧‧僅可連至腳上者 [3]

41/02 ‧球膽

31/12 ‧‧套入或可連在手臂或腿上者[3]

41/04 ‧‧球膽之封閉

31/14 ‧‧具有閥瓣者

41/08 ‧球之外球皮；及其封閉

31/16 ‧‧用於改變游泳表面大小之裝置

41/10 ‧球膽及球之結合

31/18 ‧使手及足同時有推進作用之游泳

41/12 ‧球充氣或封閉用之工具或裝置

器具

33/00 戴於頭部之游泳器械，如游泳
帽或護目鏡（潛水面罩見 B63C
11/12；呼吸輔助器，如通風管見
B63C11/18）

43/00 具有特殊結構之球類
43/02 ‧有把柄者
43/04 ‧重心偏心者或有改變重心之機構
（實心球見 37/10）
43/06 ‧有照明裝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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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製造球所用之設備或方法（塑膠
或塑性狀態物質之處理見 B29）
45/02 ‧球之標記

[1,2015.01]
49/10 ‧‧由木頭外之非金屬材料製成者
[1,2015.01]
49/11 ‧‧‧具有充氣管者，如在製造過

47/00 加工或處理球之裝置

程中充氣[2015.01]

47/02 ‧挑選用者

49/12 ‧‧金屬製者[1,2015.01]

47/04 ‧清潔球用者（作為保齡球滾道或

49/14 ‧‧框架上之防護裝置[1,2015.01]

台式滾道附件之清潔球的器械見

49/16 （轉見 60/44）

A63D 5/10）

49/18 （轉見 60/58）

球類遊戲用之球拍，球棒或其他附

51/00 網球拍、羽球拍或類似球拍的
穿弦；其弦；球拍弦的保養

屬設備

[1,2015.01]
51/005 ‧用於測量弦張力之裝置（用於控

附註

制穿弦過程中張力者見

當分類至主目 49/00、53/00

51/14）[2015.01]

或 59/00 中時，關於高爾夫

51/01 ‧ 準 備 插 入 框 之 預 編 織 繩 組
[2015.01]
51/015 ‧弦校準工具[2015.01]

球桿、球棒、網球拍或其類
似物的零件或附件，亦需進
一步分類至 60/00[2015.01]

51/02 ‧弦；弦之代用品；施加於弦上的

時，適宜加上目 102/00 目中

產品，如抗濕或抗磨損的保護劑
[1,2015.01]
51/04 ‧‧薄層結構之代用品

的索引碼[2015.01]

51/06 ‧正反兩面穿弦

49/00 至 60/00 目中

49/00 弦類球拍，如網球拍（其弦見
51/00）[1,2015.01]
49/02 ‧球拍之框架[1,2015.01]
49/022 ‧‧框架上的引導裝置，如環孔
[2015.01]
49/025 ‧‧框架上用以夾緊弦的末端的裝
置[2015.01]
49/028 ‧‧用以增加弦床之可動性的裝置
[2015.01]
49/03 ‧‧其特徵在於喉部，即位於拍端
與拍柄之間的原件[2015.01]
49/032 ‧‧‧T 字形的連接原件[2015.01]
49/035 ‧‧具有容易拆卸的部件，如拍
端、拍柄或握把[2015.01]
49/038 ‧‧具有拍端的次要框架，做為換
弦之用[2015.01]

51/08 ‧對角穿弦
51/10 ‧穿弦之加固[1,2015.01]
51/11 ‧ ‧ 弦 交 叉 點 處 的 的 中 間 部 件
[2015.01]
51/12 ‧裝於球拍中或球拍上之用於調節
弦線張力的裝置
51/14 ‧穿弦的配置，如穿弦時弦張力的
控制
51/16 ‧‧網拍生產過程中穿弦用之機器

53/00 高爾夫球桿[1,2015.01]
53/02 ‧ 桿 頭 與 桿 身 間 之 接 合 結 構
[1,2015.01]
53/04 ‧桿頭[1,2015.01]
53/06 ‧‧可以調節者[1,2015.01]
53/08 ‧具有用於獲得不同衝擊力之特殊
結構[1,2015.01]

49/04 （轉見 60/02）

53/10 ‧非金屬桿身[1,2015.01]

49/06 （轉見 60/52）

53/12 ‧金屬桿身[1,2015.01]

49/08 ‧ ‧ 具 有 特 別 球 的 拍 柄 結 構 者

53/14 ‧球桿之把手[1,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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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轉見 53/14 、60/00 至 60/56、

他球棒、球拍或類似物

60/62）

55/00 高爾夫球桿袋；玩高爾夫球時

[1,2015.01]

附註

之球桿支架；專用於高爾夫球
桿袋的輪式載具[1,2015.01]

本主目中，術語「球」亦包含

55/02 （轉見 55/20）

球餅或其他在遊戲中被打擊的

55/04 （轉見 55/50）

物件[2015.01]

55/06 （轉見 55/57）

59/02 （轉見 59/20、60/00-60/62）

55/08 （轉見 55/60）

59/04 （轉見 59/40-59/45、60/00-60/62）

55/10 ‧打高爾夫球時之球桿支架

59/06 （轉見 59/50、60/00-60/62）

55/20 ‧具有特殊的球儲存器[2015.01]

59/08 （轉見 59/55、60/00-60/62）

55/30 ‧具有輪的桿袋[2015.01]

59/10 （轉見 59/60、60/00-60/62）

55/40 ‧ 其 內 具 隔 層 或 桿 架 的 桿 袋
[2015.01]
55/50 ‧支持物，如錨固到地面上的裝置
[2015.01]
55/53 ‧‧具有當放到地上時會自動張開

59/12 （ 轉 見 59/70 、 60/00-60/62 、

的腳架[2015.01]
55/57 ‧‧具有三角架或類似設置的支架
[2015.01]
55/60 ‧專用於高爾夫球桿袋的輪式載具
[2015.01]

57/00 高爾夫配件[1,2015.01]
57/10 ‧高爾夫開球座[2015.01]
57/12 ‧‧連接到帶上[2015.01]
57/13 ‧‧可摺疊或可拆卸[2015.01]

102/22）
59/14 （ 轉 見 59/70 、 60/00-60/62 、
102/24）
59/16 （轉見 59/60、60/00-60/62）
59/18 （轉見 59/80、60/00-60/62）
59/20 ‧具有裝置，如袋、網或黏型表
面，以捕捉或持有球，如曲棍球
或回力球[2015.01]
59/30 ‧利用環、盤、輪或圓筒形的投擲
體，形成手持的投擲或捕捉輔助
器，或使用有中心孔洞的球
[2015.01]
59/40 ‧球拍或其他類似物，其具有平坦

57/18 ‧‧具書寫裝置的[2015.01]

的打擊面以在空中擊球，如桌球
[2015.01]
59/42 ‧‧具有固體表面[2015.01]

57/19 ‧‧具方向指示的[2015.01]

59/45 ‧‧‧其橡膠部件；特徵為橡膠部

57/15 ‧‧高度可調整[2015.01]
57/16 ‧‧刷子式的開球座[2015.01]

57/20 ‧支撐物，如支撐開球座或球的
[2015.01]
57/30 ‧標記用具[2015.01]
57/35 ‧‧有磁鐵的[2015.01]

分和球拍間的黏接[2015.01]
59/48 ‧‧具有孔洞表面[2015.01]
59/50 ‧基本上為棒狀的球棒，以在空中
擊球，如棒球[2015.01]

57/40 ‧高爾夫球杯或洞[2015.01]

59/51 ‧‧金屬製[2015.01]

57/50 ‧專用於球場維護的[2015.01]

59/52 ‧‧木製或竹製[2015.01]

57/60 ‧高爾夫球桿的清潔或保養；推

59/54 ‧‧塑膠製[2015.01]

桿；鞋；其他高爾夫球配件（清

59/55 ‧‧具有非圓型的截面[2015.01]

潔高爾夫球桿或推桿的把手或握

59/56 ‧‧特徵為其頭端[2015.01]

把的裝置見 60/36）[2015.01]

59/58 ‧‧特徵為其形狀（59/55、59/56

59/00 主目 49/00 至 57/00 未包含的其

優先）[2015.01]
59/59 ‧‧具有發聲器，如內部可動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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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最大力矩[2015.01]

[2015.01]
59/60 ‧槌型的，如槌球[2015.01]

60/44 ‧‧弦類球拍的壓力[2015.01]

59/70 ‧具有彎曲或角狀的下部，以在地

60/46 ‧關於高爾夫球桿、球棒、球拍或

面上或冰面上擊球，如曲棍球、

類似者，測量體育活動的物理參

愛爾蘭式曲棍球[2015.01]

數的裝置，如測量衝撞指數的棒

59/80 ‧主目 59/20 至 59/70 未包含的圓
形的球棒或槳片[2015.01]

60/00 高爾夫球桿、球棒、球拍或類
似者的細部構件或配件
60/02 ‧調節質量中心的重物（60/24、
60/54 優先）[2015.01]
60/04 ‧‧可拆卸式的[2015.01]
60/06 ‧握把 [2015.01]
60/08 ‧‧特徵為其材料[2015.01]
60/10 ‧‧用以指示正確固定位置的裝置
（60/12 優先）[2015.01]
60/12 ‧‧根據剖析使用者手部而產生輪
廓[2015.01]
60/14 ‧‧專用於握把的覆蓋層，如袖套

球球棒或測量擺盪幅度的高爾夫
球桿[2015.01]
60/48 ‧具有波紋狀的截面[2015.01]
60/50 ‧具有貫穿孔（60/18 優先；為穿
弦目的見 49/00）[2015.01]
60/52 ‧具有狹縫[2015.01]
60/54 ‧具有減震裝置[2015.01]
60/56 ‧保護、儲存或運輸裝置，如支架
或盒子[2015.01]
60/58 ‧‧專用於球拍[2015.01]
60/60 ‧‧專用於球棒[2015.01]
60/62 ‧‧專用於球桿，如頭端覆蓋物
[2015.01]
60/64 ‧‧‧高爾夫球桿的護套[2015.01]

或繃帶[2015.01]
60/16 ‧‧帽狀或圈套狀的[2015.01]
60/18 ‧‧具有冷卻、透氣或減汗的裝
置，如孔洞或粉末的分配器
[2015.01]
60/20 ‧‧有兩個握把[2015.01]
60/22 ‧‧可調式握把[2015.01]
60/24 ‧‧‧加重的握把[2015.01]
60/26 ‧‧‧剛度可調整[2015.01]
60/28 ‧‧‧長度可調整[2015.01]
60/30 ‧‧‧周長可調整[2015.01]
60/32 ‧‧具有改變握把對於其縱軸的角
向位置的裝置[2015.01]

61/00 網球網或者用於網球或類似遊
戲之設備
61/02 ‧網柱；可旋轉安裝之網柱
61/04 ‧網之繃緊或調節裝置

63/00 球類遊戲之靶子或球門（高爾夫
球見 57/40）
63/02 ‧牢固安裝者（63/08 優先）[3]
63/04 ‧ 可 調 節 者 或 樞 軸 式 安 裝 者
（63/08 優先）[3]
63/06 ‧轉動式靶子
63/08 ‧具有水平進球口者，如籃球進球
口 [3]

60/34 ‧ ‧ 握 把 的 軸 與 物 體 主 軸 不 同
[2015.01]
60/36 ‧清潔握把或手柄的裝置[2015.01]

65/00 投擲用之器械（投擲玩具見

60/38 ‧用以儲存與分配球的結構上相連

65/02 ‧標槍、矛或類似物

的裝置[2015.01]
60/40 ‧具有維持裝置，在內側、邊緣或
打擊面的背面[2015.01]
60/42 ‧測量、校驗、修正或制定高爾夫
球桿、球棒、球拍或類似者的內
在特徵的裝置，如測量擊球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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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H33/18）
65/04 ‧擲槌
65/06 ‧重的投擲球
65/08 ‧飛鏢
65/10 ‧鐵餅；擲圈
65/12 ‧有接球器械或無接球器之擲球器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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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 在 1/00 至 65/00 各目中不包含
的運動遊戲或為此配件
67/02 ‧特種高爾夫球遊戲，如小型高爾

69/10 ‧不用水之游泳教練器械
69/12 ‧游泳池中教游泳用之設備
69/14 ‧‧游泳教學用之構架
69/16 ‧騎自行車用者

夫
67/04 ‧模仿室外運動之對人體健康有益

69/18 ‧滑雪用者

的桌上遊戲，如乒乓球（其他桌

69/20 ‧練習擊拳用之吊球

上遊戲見 A63F）

69/22 ‧‧裝於或懸掛於固定的支承物上

67/06 ‧圓圈或圓盤之拋擲遊戲
67/08 ‧作為技巧遊戲之耍球或轉球遊戲
( 67/16 優先) [1,2006.01,2019.01]
67/10 ‧具有繩吊者；或搖擺固定物體作

者
69/24 ‧‧裝於或懸掛於活動的支承物上
者
69/26 ‧‧‧繫於人體上者

為瞄準及打擊目標之遊戲，此種

69/28 ‧‧球兩端之附加裝置

物體如球、形狀像鳥、走獸或類

69/30 ‧‧‧有回彈力之附加裝置

似物（用球栓於球棒上之遊戲見

69/32 ‧‧有指示裝置者

67/20；用繫繩球擊木柱之遊戲

69/34 ‧拳擊或踢足球練習用之假人

見 A63D7/00）

69/36 ‧高爾夫用者

67/12 ‧拋擲遊戲

69/38 ‧網球用者

67/14 ‧冰上擲石遊戲；擲木盤於有號碼

69/40 ‧用於投擲球之固定排列的裝置

方格內之遊戲；類似的滑動遊戲
[1,2006.01]
67/16 ‧扯鈴類或類似投擲和捕獲的旋轉

（練習射擊用之泥鴿目標投射器

陀螺；其投擲和捕獲設備
[1,2006.01,2019.01]
67/18 ‧羽毛球、板羽球或具有羽毛投擲
物之類似遊戲[1,2016.01]
67/183 ‧‧羽毛的射出物[2016.01]
67/187 ‧‧‧板羽球[2016.01]
67/19 ‧ ‧ ‧ ‧ 與 幾 個 羽 毛 彼 此 連 接
[2016.01]
67/193 ‧ ‧ ‧ ‧ 所 有 的 羽 毛 製 成 一 件
[2016.01]
67/197 ‧‧‧具有特殊功能，例如光發射
或聲音生成[2016.01]
67/20 ‧用栓球球棒之遊戲 [3]
67/22 ‧‧有一孔或多孔的球棒 [3]

69/00 特殊運動用之訓練用品或器械
（跳傘人員訓練見 B64D23/00）
69/02 ‧擊劍用者
69/04 ‧模擬馬運動者（供騎乘之玩具動
物見 A63G19/00）
69/06 ‧划船或划槳用者
69/08 ‧‧附注水池者

見 F41J 9/18）

71/00 不包括於 1/00 至 69/00 目內之
遊戲或運動設備（起跑用品見
A63K3/02）
71/02 ‧用於大空間或室外運動比賽者
71/04 ‧用於小空間或室內運動比賽者
71/06 ‧比賽或運動員用之指示裝置或記
分裝置
71/08 ‧供比賽者或運動員用之護身用品
（為運動目的而用之防護衣見
A41D31/00）
71/10 ‧‧頭部用者（帽子形式者見
A42B1/08；頭盔見
A42B3/00）
71/12 ‧‧軀體或腿部用者
71/14 ‧‧護手用者，如棒球、拳擊或高
爾夫球用的手套（射箭運動
員的指形梢見 F41B5/16）[7]
71/16 ‧‧‧充氣者

與主目 49/00 至 61/00 聯用，關於該
類運動的索引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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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 球桿、球棒、球拍或用於其他
體育活動之類似者的應用

102/20 ‧板球[2015.01]
102/22 ‧曲棍球[2015.01]

[2015.01]
102/02 ‧網球[2015.01]

102/24 ‧冰球[2015.01]

102/04 ‧羽毛球[2015.01]

102/28 ‧冰上曲棍球[2015.01]

102/06 ‧壁球[2015.01]

102/30 ‧福樂球[2015.01]

102/08 ‧板網球、平臺網球[2015.01]

102/32 ‧高爾夫球[2015.01]

102/10 ‧毽子板球[2015.01]

102/34 ‧馬球[2015.01]

102/12 ‧板羽球[2015.01]

102/36 ‧槌球[2015.01]

102/14 ‧袋棍球[2015.01]

102/38 ‧門球[2015.01]

102/26 ‧板棍球[2015.01]

102/16 ‧桌球[2015.01]
102/18 ‧棒球、圓場棒球或其他類似者
[2015.01]

A63C 冰鞋；滑雪橇；滾輪溜冰鞋；球場、冰場或類似場地的設計或布局
（滑水橇見 B63B 32/00，B63B 34/00）[5]

次類索引
滑雪橇 ......................................... 5/00 至 11/00

冰鞋
冰鞋 .................................................1/00，3/00
滾輪溜冰鞋 ..............................................17/00

草地或滑水區，其覆蓋物 ............................19/00

滑橇，雪鞋

冰鞋；滑冰設備
1/00

冰鞋（滾輪溜冰鞋或滑冰板見
17/00）

1/02

‧剛性地安裝於冰鞋之鞋底上者

1/04

‧用夾緊裝置以固定者

1/06

‧‧鞋底與後跟金屬板均有夾緊裝
置者

1/08

‧‧有同時收緊鞋底與後跟之夾緊
裝置者

1/10

‧‧由腳之運動而收緊者

1/12

‧‧由冰刀或整個冰鞋之側向擺動
或移動來收緊者

1/14

‧‧彈簧收緊者

1/16

‧‧收緊器夾子之特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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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鞋 ..........................................................13/00
運動場地，冰場，保齡球，

1/18

‧以帶子固定者

1/20

‧具有於特殊金屬部件之固定裝置
者

1/22

‧具有特殊的冰鞋腳底金屬板者

1/24

‧‧彈性板

1/26

‧‧分成兩部分以允許調節整至適
合腳之尺寸者

1/28

‧‧樞軸式安裝之金屬板

1/30

‧具有特殊冰刀者

1/32

‧‧簡單冰刀之特殊結構

1/34

‧‧多部件之冰刀

1/36

‧‧具有多個冰刀者

1/38

‧管型者

1/40

‧用一塊材料製成者

1/42

‧冰鞋之製造

3/00

冰鞋之附件

A63C

3/02

‧腳關節之支撐物（具有腳支撐部

5/12

件之鞋類見 A43B7/14）

‧此等之製造；特殊材料之選用
（滑行底板材料見 5/056）[4]

3/04

‧支承構架或滑冰者所用之滑行物

3/06

‧將冰鞋縛在靴上時所用之支承物

3/08

‧冰鞋上冰刀用之特殊鞋釘

3/10

‧磨冰刀用之輔助裝置

形式時能被使用的裝置，例如用

3/12

‧冰鞋冰刀之護套

於訓練目的 [4]

3/14

‧冰鞋之調節板手

5/14

者 [4]
5/16

7/00

‧外板；外板之代用品

7/04

‧外板之固定裝置

滑雪橇或滑雪板（有滑板之雪橇

7/06

‧齒形滑行底板

車，例如自行雪橇見 B62B

7/08

‧能裝於滑橇上，使其永久處於工
作位置上之止動刮板

13/00；雪橇車之滑板見 B62B
17/02 ；為攜帶輪車便於在雪上或

7/10

‧可折疊者；可分開者 [1,2006.01]

5/025 ‧短滑雪橇 [4]
‧單滑雪橇；滑雪板 [4]

7/12

‧防止側向滑倒之滑雪冰爪

9/00

滑雪撬之捆綁 [1,2012.01]

9/02

‧具有轉動底板或轉動部件之非自

5/035 ‧有接地滾輪或帶子 [4]
5/04

‧能裝於滑橇上，可從工作位置上
移開的鉸鏈止動刮板

冰上旅行之滑板見 B62B 19/00）

5/03

防止雪橇倒滑之裝置；雪橇止

7/02

附屬件

5/02

‧使滑橇相互保持於一特定的結構

動器或雪橇煞車裝置 [4]

滑雪橇或滑雪板；滑雪橇或滑雪板

5/00

‧‧應用合成材料；具有多結合層

鬆式捆綁，即埃力富生

‧此等表面結構 [4]

（ELLEFSEN）型者 [1,2012.01]

5/044 ‧‧滑行底板之結構 [4]

9/04

‧非自鬆式長條捆綁 [1,2012.01]

5/048 ‧‧邊緣之結構 [4]

9/06

‧固定於滑雪撬前方之非自鬆式後

5/052 ‧‧頂端或尾端之結構 [4]
5/056 ‧‧滑行底板之材料 [4]
5/06

9/08

‧具有特殊裝置者，如操縱方向之
裝置 [4]

5/065 ‧‧防橫滑裝置 [4]
5/07

跟固定綁繩 [1,2012.01]

‧‧包括調節剛性之裝置

5/075 ‧‧減震器 [4]
5/08

‧發動機驅動（5/035 優先）[4]

5/11

‧與帆或其類似物結合
[4,2006.01,2020.01]

附註[2020.01]
當分類入本目中，適用於船舶
風力推進的帆或繩索配置的細
節，也應被分類入 B63H 次類
的相關類目，例如：在 B63H

‧發生意外事故時會屈服或會自鬆
的捆綁，即安全捆綁 [1,2012.01]

9/081 ‧‧有旋轉底板者 [1,2012.01]
9/082 ‧‧有旋轉後跟板者 [1,2012.01]
9/083 ‧‧有可解開的繩帶者 [1,2012.01]
9/084 ‧‧有後跟保持裝置者，例如可擺
動旋轉者 [1,2012.01]
9/085 ‧‧有腳底保持裝置者，例如可擺
動旋轉者 [1,2012.01]
9/086 ‧‧利用若干固定於滑雪者鞋上併
可從滑雪橇捆綁上鬆脫部件者
[1,2012.01]
9/088 ‧ ‧ 具 有 電 控 制 之 鎖 緊 裝 置 者
[4,2012.01]
9/10 ‧非自鬆式足尖部夾緊鐵片；不會

8/00、B63H 9/04 目中。
9/12

自鬆之整體構成的捆綁鈎
[1,2012.01]
‧ 非 自 鬆式 彈 性後 跟 綁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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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1,2012.01]
‧無後跟綁帶，但有引導夾板和足

9/16

尖部綁帶之非自鬆式捆綁
[1,2012.01]
‧無綁帶但有引導夾板之非自鬆式
捆綁 [1,2012.01]

9/18

‧無後跟綁帶，但於其前後安裝夾

9/20

緊 裝 置 之 非 自 鬆 式 捆 綁
[1,2012.01]
‧可代替足尖部綁帶之有腳底兩側
夾具的非自鬆式捆綁 [1,2012.01]

9/22
9/24

‧調節足尖部夾緊裝置之設備
[1,2012.01]
‧滑雪橇捆綁用之收緊工具（自鬆
式滑雪橇捆綁收緊器見 9/08）
[1,2012.01]

10/00 滑雪板之捆綁 [2012.01]
10/02

‧以鞋子支撐器的零部件為特
徵 [2012.01]

10/04

‧‧ 通過鞋子的鞋子支撐
器 [2012.01]

10/06

‧‧‧此等帶子, 例如可調整的帶
子 [2012.01]

10/08

‧‧ 腳趾或腳跟箍筋； 夾
鉗 [2012.01]

10/10

‧‧使用固定於鞋子上之零件，
例如促進一腳踏進之裝
置 [2012.01]

10/12

‧發生意外事故時會屈服或會自
鬆的捆綁，即安全捆綁 [2012.01]

10/14

‧接觸面，例如在板的形狀
上 [2012.01]

10/16

‧用以調整捆綁方向或位置之系
統 [2012.01]

10/18

‧‧相對於滑雪板之垂直旋轉
軸 [2012.01]

10/20

‧‧在相對於滑雪板之縱向或橫
向 [2012.01]

10/22

‧‧配合鞋子的尺寸(10/06 優
先) [2012.01]

10/24

‧支撐小腿或腳跟，例如可調式
高小腿背或腳跟環 [2012.01]

10/26

‧衝擊或振動阻尼器 [2012.01]

10/28

‧以捆綁的輔助設備或布置為特
徵 [2012.01]

11/00 滑雪橇或滑雪板輔助設備（車輛
上為攜帶雪橇用之裝備見
B60R9/12）[1,8]
11/02 ‧為運輸或儲物目的而對各種滑雪
橇或滑雪板進行伸展、夾緊或壓
縮所使用之裝置 [4,8]
11/04 ‧加工滑雪橇或滑雪板用之裝置
11/06 ‧‧磨刃裝置
11/08 ‧‧打蠟或脫蠟用之裝置
11/10 ‧牽引用之器械（滑雪升降機見
B61B 11/00）
11/12 ‧用於將滑雪靴後跟部分鈎到滑雪
橇上之器械
11/14 ‧修理損壞滑雪橇或滑雪板之器械
11/16 ‧用於將滑雪橇固定於滑雪靴上之
專門裝置（9/00 優先）
11/18 ‧由滑雪橇、滑雪板、靴或安全帶
上去除雪之裝置
11/20 ‧滑雪橇或滑雪板上之防雪器
11/22 ‧滑雪杖
11/24 ‧‧用於滑雪杖之環形圈
11/26 ‧將安全帶裝於雪橇上之裝置，例
如夾緊器 [4]

13/00 雪鞋
13/02 ‧雪鞋上之環形裝置

17/00 滾輪滑冰鞋；滑冰板 [4]
17/01 ‧滑冰板（17/02 至 17/28 優先）
[4]
17/02 ‧具有排列成兩對輪子者
17/04 ‧不同於具有排列成兩對輪子者
17/06 ‧‧單軌式
17/08 ‧‧‧單輪式
17/10 ‧具有履帶者
17/12 ‧具有傳動機構者
17/14 ‧有制動裝置者，如足尖制動器、
飛輪滾柱式離合器
17/16 ‧供特殊形狀或特殊配置跑道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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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可轉換成冰鞋或滑雪鞋者

19/02 ‧按不同比賽需要形成場地表面者

17/20 ‧具有可固定住輪子，使溜冰者可

19/04 ‧覆蓋場地用之罩面或地毯

以走路用者

19/06 ‧設定或劃分場地用之器械

17/22 ‧滾輪溜冰鞋之輪子

19/08 ‧‧劃線用之機械器具

17/24 ‧‧具有球狀或球形滑行表面者

19/10 ‧滑冰場或滾輪溜冰場；滑雪、跳

17/26 ‧有特別輔助裝置者，如有照明標

躍滑雪或突降滑雪之坡道或軌道
[4]
19/12 ‧供場地、滑冰場或遊戲坡道或類

記或頂出裝置
17/28 ‧有入座設備者

似場地用之可移動覆蓋物 [4]

19/00 運動場、溜冰場、地滾球草坪
或滑水區之設計或布局；各種
場地之覆蓋物 [4]

A63D 保齡球遊戲，例如滾球撞瓶、地擲球或保齡球；其裝設；彈球或類似
遊戲；撞球遊戲（球類見 A63B7/00）

1/00

保齡球遊戲的裝設，例如保齡

7/00

球滾道或地擲球球場（保齡球草
坪見 A63C 19/00）
1/02

‧可折疊者；輕便型者 [1,2006.01]

1/04

‧表面之形式或所用材料；與該表
面成整體之球瓶架

1/06

‧調節器械，遊戲用之台架

1/08

‧回收或循環球之通道

3/00

桌上保齡球遊戲；小型保齡球
滾道；保齡球遊戲(具有繫繩球
之球瓶遊戲見 7/00)

3/02

‧推動或投擲球之裝置者安排

5/00

保齡球滾道或台式滾道輔助設

5/02

具有繫繩球之球瓶遊戲，如九
個球瓶之遊戲

9/00

球瓶

13/00 彈球；或類似的遊戲
15/00 撞球，例如開崙台球或口袋台
球；撞球球台（彈球見 13/00）
15/02 ‧適合於放在一般桌子或類似物上
之撞球球台
15/04 ‧可改裝成其他樣式桌子等之撞球
球台（改成床等見 A47C17/62）
15/06 ‧球台台面邊框內緣之橡膠邊及其
連接
15/08 ‧撞球桿

備

15/10 ‧‧安放撞球桿之器械

‧收球或提升球之器械；單獨的回

15/12 ‧‧撞球桿端部之連接

球裝置

15/14 ‧‧用於使撞球桿端部變粗糙之裝

5/04

‧指示裝置

5/06

‧球瓶架

15/16 ‧盛白堊器皿

5/08

‧設置或撤除球瓶之裝置

15/20 ‧記分或記錄器具

5/09

‧‧於放下球瓶前使其按正確順序

置

集合
5/10

‧清潔球、球瓶或滾道之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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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3F 紙牌、棋盤或輪盤賭遊戲；利用小型運動物體所做的室內遊戲；電玩
遊戲；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遊戲 [5]

1/00

5/00；用具有二維或多維與遊戲有

紙牌遊戲（使用具有二維或多維

關顯示圖像之電子顯示器的遊戲方

與遊戲有關顯示圖像之電子顯示器

面見 13/00；微型滾木球遊戲見
A63D3/00
；台球或類似遊戲見 A63D13/00；

的遊戲方面見 13/00）[1,7]
1/02

‧紙牌；特殊形狀之紙牌（印刷紙
牌之方法見 B41K，M）

1/04

‧與其他遊戲結合的紙牌遊戲

1/06

‧紙牌遊戲之附屬物

1/08

‧‧紙牌壓平器

1/10

‧‧紙牌夾持器

1/12

‧‧洗牌器

1/14

‧‧發牌器

1/16

‧‧發牌指示器

1/18

‧‧計分或記錄裝置指示器（測時

撞球；球袋撞球遊戲見
A63D15/00）[1,7]
7/02

表面上滑行的遊戲物體者，例如
將小球打入插釘板上之凹洞中的
遊戲
7/04

‧利用於小匣中搖動或滾動之球者

7/06

‧模仿室外球類遊戲，如曲棍球類
之遊戲（如對人體有益之遊戲見

裝置見 G07C）

3/00

棋盤遊戲；抽彩遊戲（由遊戲者

‧利用下落的遊戲物體或於一傾斜

A63B67/00）
7/07

‧‧遊戲物體持續地接觸遊戲表面

挪動有數字記號的棋子為特徵之競

或持續地為遊戲表面支承

賽、通行比賽或障礙比賽見 9/14；

者，如利用氣墊支承者 [3]

使用具有二維或多維與遊戲有關顯

7/20

‧‧遊戲物體被發射拋入空中 [3]

示圖像之電子顯示器的遊戲方面見

7/22

‧輔件；零部件[3]

13/00）[1,7]

7/24

‧‧由遊戲者控制以人發射遊戲物

3/02

‧國際象棋；類似的棋盤遊戲

體或旋轉遊戲物體之裝置

3/04

‧地區性或類似的遊戲

（台式滾道，小型保齡球滾

3/06

‧樂透（Lottos）或賓果（Bingo）

道或保齡球遊戲等類裝置見

遊戲；記錄此等遊戲之系統，設

A63D3/02；彈球或撞球中者

備或裝置 [5]

見 A63D 13/00、15/00）[3]

3/08

‧可供相當多人玩之抽彩遊戲

7/26

‧‧‧電者或磁者 [3]

5/00

轉輪盤遊戲（使用具有二維或多

7/28

‧‧‧利用重力者 [3]

7/30

‧‧障礙；目標；記分或裝袋裝

維與遊戲有關顯示圖像之電子顯示

置；遊戲物體驅動之傳感

器的遊戲方面見 13/00）[1,7]
5/02

‧類似輪盤賭之球遊戲

5/04

‧圓盤輪盤賭；刻度盤輪盤賭；手
轉陀螺；骰子一陀螺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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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小型運動物體，如球、圓

器，如開關；比賽指示器 [3]
7/32

‧‧‧改變記分值之裝置 [3]

7/34

‧‧處置遊戲物體之其他裝置，如
獎球之返回裝置 [3]

7/36

‧‧末包括於 7/24 至 7/34 目內之

盤、方塊之室內遊戲（棋盤遊

其他結構件，如框架、遊戲

戲、抽彩遊戲見 3/00；轉輪賭盤見

盤、導軌 [3]

A63F

7/38

‧‧‧遊戲時可活動的遊戲表面

7/40

[3]
‧‧‧球類或其他可運動遊戲物
體，如彈球，圓盤 [3]

9/00

9/04

9/08

涉及該遊戲之 1/00 至 9/00 的一

A63B67/00）[1,7]

個主目中。 [7]

‧射擊或投擲遊戲（運動或娛樂用
的投擲器械見 A63B65/00；投擲

13/00 電玩遊戲，即使用二維或多維

或彈射玩具本身見 A63H33/18；

電子顯示器 [7,2014.01]

靶、靶場、彈頭收集器見

13/02 （轉見 13/20， 13/98）

F41J）[3]

13/04 （轉見 13/219）

‧骰子（骰子－陀螺見 5/04）；骰

他遊戲（小匣內搖球遊戲見

13/12 （轉見 13/30 ~ 13/85）

7/04）

13/20 ‧ 電 玩 遊 戲 裝 置 的 輸 入 設 置
[2014.01]
13/21 ‧‧以其感應器、目的或型式為特

‧‧具有相互間可移動元件之智力

‧‧立體併板玩具

9/14

‧以遊戲者挪動有數字標記棋子為

徵 [2014.01]
13/211 ‧‧‧使用慣性感應器，例如加速
度感應器或陀螺儀 [2014.01]

特徵之各種遊戲，如競賽、通行

13/212 ‧‧‧由使用者穿戴使用感應器，

比賽或障礙比賽（用骰子之比賽

例如藉由測量心跳或腿部活

見 3/00）

動 [2014.01]

9/16

‧旋轉陀螺遊戲

9/18

‧問答遊戲

9/20

‧多明諾骨牌或類似之遊戲；麻將
遊戲
‧使用其他無法分類的電子電路的
遊戲 [5]
‧平衡遊戲，例如使元件平衡或失
去平衡 [7]
‧具有倒塌件的鏈式反應遊戲，例
如遊戲之配置或定位裝置 [7]
‧抓住或誘捕目標之捕捉遊戲，例
如釣魚遊戲 [7]

9/32

13/08 （轉見 13/90）
13/10 （轉見 13/40 ~ 13/85）

9/12

9/30

13/06 （轉見 13/20）

‧單人紙牌遊戲；個人娛樂用之其

‧‧平面拼板玩具

9/28

附註

13/00；其他運動遊戲見

9/10

9/26

11/00 一般使用之遊戲附件 [7]

專用於某一遊戲之配件應分在

玩具

9/24

的，使用磁動或磁固定件之遊戲
[7]

像之電子顯示器的遊戲方面見

子盒；機械式骰子拋擲裝置
9/06

‧ 未 包 括 在 9/00 之 其 他 次 目 中

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遊戲（使用
具有二維或多維與遊戲有關顯示圖

9/02

9/34

‧具有長棍收集器之遊戲，例如米
卡 多 mikado 遊 戲 （ 9/30 優
先）[7]

13/213 ‧‧‧ 包括 光偵測 裝置， 例如 相
機、光電二極管或紅外線單
元（13/219，13/655 優先）
[2014.01]
13/214‧‧‧用於定位在表面的接觸點，
例如地墊或觸摸墊 [2014.01]
13/2145‧‧‧‧表面是顯示裝置，例如
觸控式螢幕 [2014.01]
13/215‧‧‧包括偵測聲音訊號裝置，例
如使用麥克風 [2014.01]
13/216‧‧‧使用地理位置的資訊，例如
使用 GPS 定位遊戲裝置或遊
戲者的位置 [2014.01]
13/217‧‧‧使用環境相關的資訊，即非
由遊戲者產生的資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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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溫度或濕度 [2014.01]

13/323‧‧‧在與具有不同硬體特徵的遊

13/218‧‧‧使用壓力感應器，例如產生

戲裝置之間，例如手持遊戲

的訊號和遊戲者施加的壓力

裝置連結到遊戲主機或遊戲

成正比 [2014.01]

機台 [2014.01]

13/219‧‧‧瞄準螢幕的特定區域，例如

13/327 ‧‧‧ 使用 無線網 路連結 ，例 如

光槍 [2014.01]

WiFi 或 微 微 網 （ piconet ）
[2014.01]
13/33 ‧ ‧ 使 用 廣 域 網 路 （ WAN ） 連 結
[2014.01]
13/332‧‧‧使用無線網路連結，例如行

13/22‧‧設定操作，例如校正、按鍵配
置或按鈕指定 [2014.01]
13/23‧‧與遊戲裝置連接，例如遊戲控
制器與主機之間的特定連接
[2014.01]
13/235‧‧‧使用無線連接，例如紅外線
或 微 微 網 （ piconet ）
[2014.01]
13/24‧‧細部構造，例如遊戲控制器與
可拆卸的手柄搖桿 [2014.01]
13/245 ‧‧‧ 特別 適用於 特定類 型的 遊
戲，例如方向盤 [2014.01]

動電話網路 [2014.01]
13/335‧‧‧使用網際網路連結 [2014.01]
13/338‧‧‧使用電視網路連結 [2014.01]
13/34‧‧使用點對點連結 [2014.01]
13/35‧‧遊戲伺服器的細節 [2014.01]
13/352 ‧‧‧ 包括 特定遊 戲伺服 器的 設
置，例如區域性的伺服器連
結到國家伺服器或多個伺服

13/25‧電玩遊戲裝置的輸出設置 [2014.01]

器，用以管理遊戲世界的分

13/26‧‧具有至少 1 個以上的顯示裝置，

區 [2014.01]

例如在遊戲控制器上或在攤位遊
戲 外 [2014.01]

13/355‧‧‧代具有限制處理能力的客戶
端執行操作，例如為了傳送

13/27‧‧在公共場所以大型顯示裝置為

到行動電話或精簡型客戶

特徵，例如在電影院、體育場

端，伺服器將遊戲場景轉變

或遊戲競技場 [2014.01]

成 MPEG-流 [2014.01]

13/28 ‧ ‧ 接 收 來 自 遊 戲 裝 置 的 控 制 訊

13/358‧‧‧根據網路和伺服器的負載量

號，以影響環境條件，例如對

調整遊戲過程，例如藉由客

遊戲者座位震動、活化氣味分

戶端間不同連結速率減低延

配器或影響溫度或光線（控制

遲 [2014.01]

基於遊戲過程的訊號見 13/50）
[2014.01]
13/285‧‧‧藉由遊戲輸入裝置產生觸覺

13/40‧處理電玩遊戲裝置的輸入控制訊

回饋訊號，例如力回饋
[2014.01]
13/30‧在遊戲伺服器和遊戲裝置間的連

13/42‧‧藉由將輸入訊號映射到遊戲指

接配置；遊戲裝置間的連接配
置 ；遊 戲伺服 器間的連 接配 置
[2014.01]
13/31‧‧特定電玩遊戲的通訊，例如在
近距離的幾個手持遊戲裝置之
間 [2014.01]
13/32 ‧ ‧ 使 用 區 域 網 路 （ LAN ） 連 結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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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例如藉由遊戲者或自環境衍
生而產生的訊號 [2014.01]
令，例如在觸控式螢幕上觸控
筆的位移映射到虛擬車輛的方
向盤轉動角度 [2014.01]
13/422‧‧‧自動以協助遊戲者為目的，
例如在駕車遊戲中的自動煞
車 [2014.01]
13/424‧‧‧涉及聲音輸入訊號，例如藉
由使用音調或節奏萃取或聲
音識別的結果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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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6‧‧‧涉及螢幕上位置資訊，例如

目標或角色能維持在其

遊戲者使用光槍瞄準ㄧ個區

檢視的範圍，例如追蹤

域的螢幕座標 [2014.01]

角色或球 [2014.01]

13/428‧‧‧涉及動作或位置輸入訊號，

13/53‧‧涉及提供附加的虛擬資訊給遊

例如藉由感測加速度感應器

戲場景，例如藉由重疊而模擬

或陀螺儀感應輸入控制器的

一個抬頭顯示器（HUD）或在

旋轉或遊戲者的手臂動作的

射擊遊戲中顯示一個雷射瞄準

訊號 [2014.01]

器 [2014.01]

13/44‧‧涉及計時的操作，例如在一個

13/533‧‧‧用於提示遊戲者，例如藉由

時 間 區 間 內 的 執 行 操 作
[2014.01]
13/45‧電玩遊戲進度的控制 [2014.01]

顯示遊戲選單 [2014.01]
13/537‧‧‧使用指標，例如在螢幕上顯

13/46‧‧計算遊戲分數 [2014.01]

13/5372 ‧ ‧ ‧ ‧ 在 遊 戲 場 景 中 標 記 人

示遊戲角色的狀態 [2014.01]

13/47‧‧涉及分支，例如在給予的時間

物、物體或地點，例如

點選擇幾個可能的方案之一
[2014.01]
13/48‧‧遊戲的開始，例如開啟遊戲裝

在遊戲者控制的角色下

置或等候其他遊戲者加入多遊
戲者的連線階段 [2014.01]
13/49‧‧遊戲狀態的儲存；暫停或結束
遊戲 [2014.01]
13/493‧‧‧恢復遊戲，例如暫停、故障
或斷電之後 [2014.01]

方 顯 示 一 個 圓 圈
[2014.01]
13/5375‧‧‧‧以圖形或文字提供建議
行動方案，例如在駕駛
車輛遊戲中顯示一個箭
頭 作 為 指 示 轉 彎
[2014.01]
13/5378‧‧‧‧顯示一個附加的頂端視

13/497‧‧‧重播全部或部分之前的遊戲

野圖，例如雷達螢幕或

動作 [2014.01]

地圖（同時使用二個以

13/50 ‧ 依 據 遊 戲 進 度 控 制 輸 出 訊 號
[2014.01]
13/52‧‧涉及顯示遊戲場景方面 [2014.01]

上 虛 擬 相 機 見

13/525 ‧ ‧ ‧ 改 變 虛 擬 相 機 的 參 數
[2014.01]
13/5252‧‧‧‧同時或依序使用二個或
多個以上的虛擬相機 ，

13/5252） [2014.01]
13/54‧‧涉及聲音訊號，例如模擬在駕
駛遊戲中運轉依賴引擎或虛擬
牆壁的迴響 [2014.01]
13/55‧根據遊戲進度控制遊戲角色或遊
戲物件 [2014.01]

例如在車輛駕駛遊戲

13/56 ‧ ‧ 與 遊 戲 場 景 中 的 其 他 遊 戲 角

中，當改變空間場景或

色、遊戲物件或元素比較，以

顯示後照鏡視野固定

計算遊戲角色的動作，例如模

時，虛擬相機間會自動

擬一組虛擬士兵的行為或路徑

切換 [2014.01]

搜尋 [2014.01]

13/5255‧‧‧‧根據來自遊戲者專用指

13/57‧‧模擬遊戲世界中物件的特性、

令，例如使用第二搖桿

行為或動作，例如在賽車遊戲

去旋轉在遊戲者空間周
13/5258‧‧‧‧藉由動態調整虛擬相機

中計算輪胎負荷（13/56 優先）
[2014.01]
13/573‧‧‧使用遊戲物件的運動軌跡，

的位置而保持遊戲中的

例如依據撞擊點的高爾夫球

圍的相機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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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
13/577‧‧‧使用測定遊戲角色與物件間

13/792‧‧‧為了付款目的，例如每月訂

的接觸，例如避免虛擬賽車

13/795‧‧‧為了尋找其他遊戲者；為了

間的碰撞 [2014.01]

組隊；為了提供好友清單
[2014.01]
13/798‧‧‧為了評估技術或為了將遊戲

13/58‧‧藉由計算遊戲角色的狀態，例
如耐力、力量、動力或能量級
別 [2014.01]
13/60‧在執行遊戲軟體之前或期間產生
或修改遊戲內容，例如專門適用
於遊戲開發或遊戲整合的關卡編
輯製作工具 [2014.01]

購 [2014.01]

者排名，例如產生一名人榜
單 （ 計 算 遊 戲 分 數 見
13/46） [2014.01]
13/80‧特別適用於執行特定遊戲類型或
遊戲模式 [2014.01]

13/61‧‧使用通知資訊 [2014.01]

13/803‧‧駕駛車輛或船隻，例如汽車、

13/63‧‧由遊戲者操作，例如使用關卡

飛機、船舶、機器人或坦克
[2014.01]
13/807‧‧在表面滑行或滑動，例如使用

編輯器編寫 [2014.01]
13/65‧‧自動由遊戲裝置或伺服器中的
真實世界的數據資料而來，例
如在賽車競賽現場的測量
[2014.01]
13/655‧‧‧藉由導入照片，例如遊戲者
的照片 [2014.01]
13/67‧‧自適應性或從遊戲者的動作學
習而來，例如技巧關卡的調整或
藉由儲存成功的戰鬥序列作為再
使用 [2014.01]
13/69 ‧ ‧ 藉 由 啟 用 或 更 新 特 定 遊 戲 元
素，例如解除隱藏的功能、項
目、關卡或版本 [2014.01]
13/70‧遊戲安全或遊戲管理方面 [2014.01]
13/71‧‧在遊戲裝置和遊戲伺服器之間
使用安全的資料交換方式，例如
藉由將遊戲資料加密或是對遊戲
者認證 [2014.01]
13/73‧‧對遊戲軟體或遊戲裝置授權，
例如檢查真偽 [2014.01]
13/75‧‧強制規則，例如偵測犯規動作
或產生作弊遊戲者清單 [2014.01]
13/77‧‧涉及與遊戲裝置或遊戲伺服器
有關的數據資料，例如組態數據
資料、軟體版本或記憶體容量
[2014.01]
13/79 ‧ ‧ 涉 及 與 遊 戲 者 有 關 的 數 據 資
料，例如身份、帳戶、喜好或遊
戲歷史記錄 [2014.01]
A-236

滑雪板、溜冰鞋或板 [2014.01]
13/812 ‧‧球 類運 動，例 如足球 或棒 球
[2014.01]
13/814‧‧音樂類的表現，例如評估遊戲
者跟隨一個符號的能力
[2014.01]
13/816 ‧ ‧ 田 徑 ， 例 如 田 徑 場 運 動
[2014.01]
13/818‧‧釣魚 [2014.01]
13/822 ‧ ‧ 策 略 遊 戲 ； 角 色 扮 演 遊 戲
（ 13/825 、 13/828 優 先 ）
[2014.01]
13/825‧‧虛擬角色的培養 [2014.01]
13/828‧‧管理虛擬運動團隊 [2014.01]
13/833‧‧近身肉搏戰鬥，例如武術比賽
（13/837 優先） [2014.01]
13/837‧‧目標的射擊 [2014.01]
13/843‧‧涉及在相同遊戲裝置上可同時
有二人或多人參與，例如需要
使用多個控制器或為每個遊戲
者提供特定視野圖的遊戲數據
資料 [2014.01]
13/847‧‧合作遊戲，例如需要從幾位遊
戲者協調行動而完成共同目標
[2014.01]
13/85‧提供附加服務給遊戲者 [2014.01]
13/86 ‧ ‧ 觀 看 由 其 他 遊 戲 者 玩 的 遊 戲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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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手持方式 [2014.01]

13/87‧‧在遊戲進行過程中與其他遊戲
者聯繫溝通，例如藉由電子郵

13/95‧‧專門適用於儲存遊戲資料訊息

件或聊天室 [2014.01]

的儲存介質，例如電玩遊戲盒
[2014.01]
13/98‧‧附件，即可作為電玩遊戲裝置

13/88‧‧當主遊戲正被載入時，迷你遊
戲被獨立執行 [2014.01]

選用的可拆卸式配置，例如遊戲

13/90‧電玩遊戲裝置的細部結構或配置

控制器的支援握把 [2014.01]

未被歸類在 13/20 或 13/25 者，例
如外殼、佈線、連結或櫃子
[2014.01]
13/92‧‧電玩遊戲裝置特別適用於遊戲

A63G 旋 轉 木 馬 ； 鞦 韆 ； 搖 木 馬 （ 鞦 韆 或 搖 木 馬 作 幼 兒 園 器 具 用 者 見
A47D13/10）
；滑運道；娛樂用自動鐵路；供公共娛樂用之類似裝置

次類索引
旋轉木馬 ..................................... 1/00 至 7/00

其他動物玩具 ......................... 13/00 至 19/00

鞦韆，蹺蹺板，

滑運道，滑梯、

大轉輪 ............... 9/00，11/00，13/00，27/00

類似娛樂器械 . 21/00，23/00，25/00，29/00

搖木馬，供騎乘之

其他公共娛樂器械 ................... 31/00，33/00

技座椅

旋轉木馬或旋轉遊藝機
1/00

旋轉遊藝機

1/02

‧具有掩蔽巷道者

1/04

‧具有平底雪橇者

1/06

‧有多個同心轉台者

1/08

‧動力驅動者

1/10

‧‧電動者

1/12

‧由乘客自己轉動者

1/14

‧‧用腳推斥一個固定表面或跑步
使之轉動者

1/16

‧‧借助於握圈以轉動者

1/18

‧‧用划槳轉動者

1/20

‧‧用搖擺或來回搖動使之轉動者

1/22

‧具有自行車式之座椅

1/24

‧具有於水平面內作除圓周運動以
外之運動座椅

1/26

‧‧具有於水平面中作行星運動之
座椅

1/28

‧具有可離心擺動之懸空座椅

1/30

‧具有作上、下運動之座椅，如特

1/32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形成蹺蹺板
式之座椅

1/34

‧具有在波浪形軌道中運動之座椅

1/36

‧具有活動安裝者，沿徑向不能向
外運動之鞦韆式座椅

1/38

‧具有來回搖擺之轉台

1/40

‧‧併具有傾斜桿者

1/42

‧‧具有類似圓錐形者

1/44

‧有上下移動轉台者

1/46

‧‧用螺旋軸轉動者

1/48

‧具有轉台及活動安裝於其上之運
載工具，當旋轉遊藝機轉動時該
運載工具滑向外邊

3/00

水上旋轉遊藝機，如自由漂浮
者

3/02

‧有漂浮座椅者

3/04

‧供游泳者使用者

3/06

‧水下旋轉遊藝機

4/00

不限制於 1/00 或 3/00 一個次目
之旋轉遊藝機的輔助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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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旋轉遊藝機上之遊戲

7/00

上下山跑道或娛樂用自動鐵路
[1,2006.01]

鞦韆；蹺蹺板；搖木馬；其他供騎
乘用之動物玩具[3]

19/06 ‧用平行四邊形連接使之前進的供
騎乘用之搖擺式動物玩具
19/08 ‧用棘輪裝置使之前進的動物玩
具，例如通過拉伸玩具之腿
19/10 ‧‧利用上下壓座墊或鞍子
19/12 ‧‧利用進行來回擺動者
19/14 ‧‧利用蹬或踏板運動者

9/00

鞦韆

19/16 ‧用撐桿使之前進者

9/02

‧有二根吊桿者

19/18 ‧用踱步使之前進者

9/04

‧具有運動支承點者

19/20 ‧原動機驅動者

9/06

‧攀登鞦韆

9/08

‧翻筋斗之鞦韆

9/10

‧具有鞍馬，馬褲或類似形式之座
椅

9/12

‧懸掛點之特殊固定

9/14

‧彈性懸掛者

9/16

‧傳動機構，如繩索、齒輪、皮
帶、原動機傳動裝置

9/18

‧‧用來回搖擺之滑行裝置運動者

9/20

‧‧划漿式鞦韆

9/22

‧煞車裝置

滑運道；滑梯；公共娛樂用類似器
械
21/00 滑運道；塔式螺旋形滑梯
21/02 ‧無軌道者
21/04 ‧有固定軌道者
21/06 ‧具有通過車輛之裝置者
21/08 ‧具有使車輛附加旋轉者
21/10 ‧具有螺旋形軌道者
21/12 ‧具有特殊形狀車輛者，如馬狀者
21/14 ‧有傳動滑行道者

11/00 蹺蹺板

21/16 ‧有迫使乘客離開座位之裝置者

13/00 搖籃式鞦韆；搖木馬；支撐於

21/18 ‧水上滑運道

地上之類似裝置
13/02 ‧搖籃式鞦韆
13/04 ‧‧彈簧支承之搖籃式鞦韆
13/06 ‧搖木馬
13/08 ‧‧安裝於鉸鏈或彈簧上者
13/10 ‧‧具有能拆下作其他用途用之滑
行裝置

15/00 置放於滑行裝置上，適合於前
進運動之搖木馬
15/02 ‧具有分開的滑行裝置者
15/04 ‧具有向前推進裝置者

21/20 ‧具有活動懸吊車輛之滑行道或具
有用繩索牽動之車輛的滑行道或
類似物
21/22 ‧懸掛滑行道

23/00 旋轉或來回搖擺之載人器
25/00 類似汽車之自行驅動器；所用
的跑道
27/00 俄羅斯鞦韆；大轉輪，如於垂
直轉動之巨輪上掛有座位的娛
樂器械
27/02 ‧座椅支架具有特殊運動者

17/00 用作玩具之竹馬

27/04 ‧具有傾斜軸者

19/00 供騎乘用之動物玩具

27/06 ‧於一定水平上滾動者

19/02 ‧不用棘輪裝置而利用騎乘的動作

27/08 ‧安裝於旋轉遊藝機上者

使之前進者
19/04 ‧有偏心輪者

A-238

29/00 有或無滾動座椅之可翻筋斗的
滾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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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2 ‧滾筒底部裝有座椅者

31/12 ‧‧具有可充氣及可移動下部結構
者（充氣的彈性物體閥之連

供公共娛樂用之其他器具
31/00 娛樂裝置
31/02 ‧具有運動之下部結構者

接見 B60C29/00）
31/14 ‧‧具有安裝於彈簧上之平面者；
具有可移動平面者
31/16 ‧能產生前進假象之裝置

31/04 ‧‧具有顛簸之下部結構者
31/06 ‧‧具有波浪動作之下部結構者

33/00 允許多個娛樂者競賽之其他類
目中不包括的各種裝置

31/08 ‧‧具有環形運動，彈跳或投擲動
作之下部結構者
31/10 ‧‧具有自動扶梯或類似運動下部
結構者

A63H 玩具，如：陀螺、玩偶、滾鐵環或積木
次類索引
由機械或重力驅動之

傳動機構；控制；

玩具娃娃 ............................. 11/00，13/00，15/00

齒輪轉動.............................. 29/00；30/00；31/00

玩具車

其他玩具

模型鐵路，玩具火車 ................. 19/00，21/00

陀螺；玩偶；動物玩具 ................. 1/00；3/00

其他玩具車；與此相應之軌道；

其他玩具 ............................ 5/00，7/00，33/00

玩具引擎 ....... 17/00，23/00，27/00；18/00；
25/00

玩偶及玩具娃娃之製造 ............................ 9/00
戲弄物；五彩紙屑........................................ 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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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陀螺（扯鈴類或類似投擲和捕獲
的旋轉陀螺；其投擲和捕獲設備見
A63B 67/16；飛陀螺見 27/127）

[1,2006.01,2019.01]

3/12

‧雙面玩偶

3/14

‧手指伸入表演之木偶，如套於手
指上布袋木偶

3/16

‧以部件拼成之玩偶

1/02

‧具有可分開的纏繞置者

3/18

‧跳娃娃

1/04

‧‧具有繩線或帶子的纏繞裝置者

3/20

‧具有由其他部件，如四肢之運動

1/06

‧具有整體之纏繞裝置者

1/08

‧具有噴吹纏繞裝置者

3/24

‧能喝水；流淚；變濕之玩偶

1/10

‧能用雙手旋轉陀螺軸使之自旋者

3/26

‧能漂浮的玩偶

1/12

‧鞭打轉動之陀螺；陀螺鞭

3/28

‧玩偶中發聲裝置之安排，玩偶發

1/16

‧能彈跳，搖晃或作曲線動作之陀
螺

1/18

聲之裝置
3/31

‧‧有可供發出聲音之風箱、圓筒
或類似裝置

‧雙陀螺；裝於另一個陀螺上或其
3/33

‧‧其他專供玩偶發聲之裝置

‧有動物或人物形態之陀螺；具有

3/36

‧零件；附屬物 [1,2006.01]

活動物體，尤指人，動物形態者

3/38

‧‧玩偶之眼睛

中之複合式陀螺
1/20

而牽動某些部份之玩偶

1/22

‧彩色陀螺

3/40

‧‧‧會動者

1/24

‧有照明裝置者

3/42

‧‧‧眼睛之製作

1/26

‧能發出爆裂或爆炸者

3/44

‧‧玩偶之頭髮或假髮；睫毛；眉

1/28

‧音樂陀螺

1/30

‧能攀升之陀螺，如溜溜球（YOYO）

1/32

毛
3/46

‧‧肢體之連接

3/48

‧‧玩偶身上部件之安裝，如活動
眼睛之安裝

‧以盤繞繩驅動之作旋繞或自旋之
圓盤

玩偶；各種型式的玩具；音樂玩具

3/50

‧‧供玩偶或動物玩具用之構架，
支架或轉輪

3/52

‧‧玩偶之住房，傢俱或其他設
備；玩偶之衣著（玩偶之鞋

3/00

玩偶

襪見 A43B3/28）

5/00

附註

效果的音樂或噪音發生裝置
於此一目內，下列術語之含意

（音樂陀螺見 1/28；手扔碰撞發出

為“玩偶”包括玩具動物

噪聲器見 F42B4/16）
5/04

3/02

用於除發聲外之其他玩具附加

‧以織物製成或仿標本之充填法製

槍；爆裂聲發生器（鞭炮見

成者
3/04

‧具有可變形構架者

3/06

‧充氣者或可充氣之玩具人或物形

‧不用引爆劑動作之手槍或機關
F42B 4/04）

7/00

由使用者牽動或推動之玩具
人，物形態

態
3/08

‧用紙剪成、折疊成穿衣裳之玩偶

7/02

‧由推及拉動作者

3/10

‧扁平玩具人、物形態，附有四

7/04

‧‧與玩具車同時運動者

肢，附有或不附有使其站立之裝

7/06

‧‧具有用轉動部件形成腳者

置（3/08 優先）[4]

9/00

製造玩偶、動物玩具、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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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態或此等部件之專門
方法或合成物

用機械或重力驅動之玩具人，物形
態

的玩具模特兒

15/00 其他重力開動之玩具人、物形
態
15/02 ‧由重力作用而從斜坡路上搖擺而
下之人、物形態

11/00 自動式玩具人、物形態
11/02 ‧由偏心重物轉動產生之振動而運
動者
11/04 ‧能爬上爬下之人、物形態
11/06 ‧跳躍之玩具
11/08 ‧表演翻筋斗之玩具

15/04 ‧圍繞重心上方一點搖擺之玩具
人、物形態
15/06 ‧能夠自己正位之玩具
15/08 ‧由於體內圓球而翻滾的玩具人、
物形態

玩具車；玩具發動機

11/10 ‧裝有單軸或多軸行走部分之玩具
人、物形態，使玩具於地上移動
時能逼真模仿跑步動作
11/12 ‧‧有輪之玩具人、物形態，移動
時能作扭動之動作
11/14 ‧由陀螺效應平衡之機械驅動的行
走玩具人、物形態
11/18 ‧能作逼真走路動作之人、物形態
玩具 [4]

17/00 玩具車，如能自己驅動的車；
此等之輔助設備
17/02 ‧於衝擊或震動作用下能轉換至其
它形式者，如模仿車禍之裝置
17/045 ‧形如裝甲車、坦克或類似車輛者
[4]
17/05 ‧卡車或貨車 [1,2006.01]
17/06 ‧‧有自卸貨車體者

11/20 ‧‧有多對腿者，例如馬 [4]

17/08 ‧‧裝有機械提升梯子者

13/00 有自動部件之玩具人、物形

17/10 ‧‧裝有運輸液體物貯罐者

態，可以具有或不具有玩具整
體之運動
13/02 ‧能模仿自然動作者，如貓捉老
鼠、動物之踢腿
13/03 ‧‧能下蛋的玩具動物 [4]
13/04 ‧‧能模仿遊戲者或工人動作之機
械人
13/06 ‧‧‧模仿拳擊或毆鬥者
13/08 ‧‧‧能執行軍事訓練動作者
13/10 ‧‧‧能射箭或擲其他投射物者
13/12 ‧‧‧體操或雜技玩具人物形態
13/14 ‧‧‧能跳繩之玩具人
13/15 ‧‧‧模仿畫圖或寫字的 [4]
13/16 ‧玩偶跳躍之盒子
13/18 ‧玩具鞦韆椅；來回搖擺之人、物
形態玩具
13/20 ‧有活動人、物形態之玩具旋轉
機；具有活動形象之美女或類似

17/12 ‧附起重機、絞盤或類似裝置者
17/14 ‧環行道之汽車或卡車
17/16 ‧自行車形式者，上面可有或無騎
車人者
17/18 ‧三輪車，如上面有活動人、物形
態者
17/21 ‧形如載人或不載人摩托車者 [4]
17/22 ‧有駕駛員者，用車輪或駕駛員之
動作以驅動之小摩托車
17/24 ‧有或無乘客形態之形如雪橇、雪
橇車或由雪橇連成之長橇
17/25 ‧具有活動人、物形態之其他有輪
車輛
17/26 ‧ 零 部 件 ； 附 件 （ 傳 動 機 構 見
29/00）
17/267 ‧‧安裝於底盤上之輪子 [4]
17/273 ‧‧門或類似物的開啟或關閉機構
[4]
17/28 ‧‧電氣照明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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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方向指示器

19/12 ‧‧‧有電力倒車裝置者

17/32 ‧‧聲學或光學之發信裝置

19/14 ‧‧能模仿機車特徵的裝置，如鳴

17/34 ‧‧模仿發動機噪聲之裝置

笛、發出信號、噴氣

17/36 ‧‧玩具車之駕駛裝置

19/15 ‧‧特殊類型車

17/38 ‧‧‧手操縱者

19/16 ‧模型鐵路車輛用之部件

17/385 ‧‧‧遙控者 [4]

19/18 ‧‧車輛連接或脫鈎裝置

17/39 ‧‧‧‧無線電控制者 [4]

19/20 ‧‧照明裝置

17/395 ‧‧‧程序駕駛者 [4]

19/22 ‧‧輪；輪軸；車架 [1,2006.01]

17/40 ‧‧‧與障礙物相撞後能自動轉向

19/24 ‧電氣玩具鐵路；電氣玩具鐵路系

或後退之玩具車
17/41 ‧‧‧通過自動駕駛或倒車阻止從
支承面上落下之玩具車 [4]
17/42 ‧‧自動停車或制動裝置
17/44 ‧‧用於存放玩具車之玩具庫；加
油站

18/00 供玩具用之公路或軌道（鐵路固
定線路見 19/30；特種鐵路見
21/00）
；利用車與軌道間特殊之

相互作用予以推進
18/02 ‧軌道之結構或配置
18/04 ‧ ‧ 上 下 山 坡 之 軌 道 （ 18/06 優
先）
18/06 ‧‧通過改變軌道部分之坡度大小
使車輛運動而設計的軌道
18/08 ‧具有引導或駕駛之機械裝置
18/10 ‧具有起駕駛作用之磁性裝置
18/12 ‧通過軌道把電流供玩具車用之電
源

統
19/26 ‧‧有架空線之玩具車；無軌電車
19/28 ‧機械玩具鐵路系統
19/30 ‧固定式道路；路軌；接連鋼軌之
魚尾板
19/32 ‧‧道岔或岔尖；所用之操作裝置
19/34 ‧橋；車站；發信號系統
19/36 ‧模型鐵路之結構，例如於容器內
或於平板上，或為遊戲目的於與
玩具布景之配合中若干部分的安
排

21/00 其他玩具鐵路
21/02 ‧具有懸索或懸軌之車輛
21/04 ‧單軌鐵路，例如像馬鞍般圍住鐵
軌之車輛（21/02 優先）

23/00 玩具船；漂浮玩具；其他水上
玩具裝置 [2]
23/02 ‧船；帆船

狀傳送裝置、磁鐵牽引、傳動圓

23/04 ‧‧能自行推進之船、艦或潛水艇
[1,2006.01]
23/06 ‧‧‧噴氣推進者

盤裝置

23/08 ‧浮沉子或其他潛水物

18/14 ‧安裝於軌道內之傳動裝置，如環

18/16 ‧用車與軌道之相互作用以控制車
輛的行駛；用車輛上之裝置以控
制軌道部件

19/00 模型鐵路（利用車與軌道間特殊
相互作用之推進見 18/00）

23/10 ‧其他水中玩具，漂浮玩具或類似
有浮力之玩具
23/12 ‧‧水上拋射體玩具；碰撞後解體
之玩具；可分解的玩具船
23/14 ‧‧特殊的驅動

19/02 ‧機車；機動客車

23/16 ‧‧水上玩具裝置；碼頭裝置

19/04 ‧‧發條驅動者

25/00 玩具用之蒸汽、燃氣或壓縮空

19/06 ‧‧蒸汽驅動之機車；所用之引擎
19/08 ‧‧‧機車用鍋爐
19/10 ‧‧電力驅動者

A-242

氣引擎（供機車用者見 19/06）
25/02 ‧配氣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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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 玩具飛機；其他飛行玩具（有降
落傘之玩具見 33/20）

29/12 ‧‧用沙流開動者
29/14 ‧‧用水流開動者

27/01 ‧有可伸縮或折疊翼的玩具飛機
[4]
27/04 ‧栓住的玩具飛機

29/16 ‧‧用蒸汽或壓縮空氣開動者

27/08 ‧風箏（專門適用於水上運動板的

29/22 ‧電驅動機構（通過軌道得到電力

風箏帆或風箏翼見 B63H 8/10；
風力推進船隻用之風箏帆見
B63H 9/069）[1,2006.01,2020.01]
27/10 ‧氣球
27/127 ‧能垂直著陸或起飛之飛機玩具；
飛行陀螺 [4]
27/133 ‧‧直升飛機；旋翼機（27/04 優
先）[4]
27/14 ‧玩具飛機之發動或發射裝置；玩
具飛機上發動或發射裝置之布置
27/16 ‧折疊紙製成的飛行玩具 [4]
27/18 ‧機身、機翼或類似物之結構特
徵，例如模型飛機者 [4]
27/20 ‧操縱飛行控制面，升力提高襟翼
或類似機構之傳送系統 [4]
27/22 ‧自推進之玩具飛機，例如用可延
伸 的橡 皮筋者 （ 27/04， 27/127
優先）[4]
27/24 ‧‧內燃機或電動機推進者 [4]
27/26 ‧‧‧噴氣推進之飛行玩具，例如
飛 機 （ 27/04 ， 27/127 優
先）[4]
27/28 ‧玩具撲翼飛機 [4]
27/30 ‧模型飛機推進器共有的零部件，
例如結構零部件（直升飛機者見

29/18 ‧具有伸縮性橡皮筋之驅動機構
29/20 ‧飛輪驅動機構
供應者見 18/12）
29/24 ‧驅動機構用之零件或附屬設備，
如繞緊或發動玩具發動機之器件

30/00 玩具專用之遙控裝置，例如供
玩具車用者（遙控玩具車的轉向
裝置見 A63H 17/385；模型鐵路用
者見 A63H 19/24，A63H 19/28）[4]
30/02 ‧電器裝置
30/04 ‧‧利用無線電發射者
30/06 ‧用液壓或氣動裝置

31/00 玩具之傳動
31/02 ‧螺桿機構
31/04 ‧摩擦傳動機構
31/06 ‧皮帶或弦線傳動裝置
31/08 ‧齒輪控制裝置；能產生往復運動
之齒輪
31/10 ‧用軟管內可以活動之金屬線以操
縱傳動裝置

33/00 其他玩具
33/02 ‧玩具滾鐵環；推動用之桿棒
33/04 ‧積木、積木條或類似之積木部件
[1,2006.01]
33/06 ‧‧不需附加元件可裝配者
33/08 ‧‧‧具有互補之孔、槽或突出

27/133）[4]
27/32 ‧玩具飛行器之起落架，例如輪式
者、浮體式者 [4]

玩具的驅動和控制，如玩具車輛
29/00 一般玩具用之驅動機構
29/02 ‧鐘表發條機構
29/04 ‧‧螺旋形彈簧驅動機構
29/06 ‧‧所用之其他元件
29/08 ‧用球或重物開動之驅動機構
29/10 ‧用流動介質開動之驅動機構

部，如燕尾榫者
33/10 ‧‧用非膠合型附加元件裝配者
33/12 ‧‧‧用桿、螺栓等主目裝穿孔條
或類似構件
33/14 ‧‧專用於用膠黏劑或接合劑裝配
者
33/16 ‧用紙折疊之模型
33/18 ‧拋擲或彈射之玩具（彈簧玩具槍
見 F41B7/08）
33/20 ‧有降落傘之玩具；玩具降落傘
33/22 ‧光學的，彩色的或投影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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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花筒見 G02B27/08）
33/26 ‧磁性或電氣玩具（電動玩具見
29/22）
33/28 ‧起肥皂泡之玩具；冒煙之玩具
（能產生煙霧狀圖像或煙霧狀環
者 A24F13/30）
33/30 ‧其他類目中不包括之模仿其他器
械，如電話、稱量器、現金出納
器之玩具 [3]
33/32 ‧供玩沙堆用之模型，外型，鏟或

33/38 ‧附帶玩具作用之畫冊，例如彈跳
或滑動顯示器 [4]
33/40 ‧風車；氣流啟動之其他玩具（由
蒸汽或壓縮空氣所驅動的玩具車
之機構見 29/16）
33/42 ‧其他類目中不包括之玩具模型及
玩具布景

37/00 戲弄物；五彩碎紙，長飾帶或
其他跳舞用飾物 [4]

類似物
33/36 ‧噴火花玩具

A63J

供戲院、馬戲場等使用之裝置；變戲法用具或類似用具

次類索引
舞台或馬戲場所用裝置.............. 1/00 至 5/00

其他娛樂器械 ................ 9/00，11/00，99/00

其他觀賞娛樂 13/00 至 19/00，25/00，99/00

藝人用裝置 ................................. 7/00，21/00

1/00

舞台裝置

1/02

‧布景；幕簾；其他裝飾物；移動
此種物品之方法 [1,2006.01]

3/00

5/00

供馬戲場、競技場用之設備及

景；萬花筒者或其他利用乳白
玻璃作底，展示各種圖像之裝
置

馬戲場、競技場本身之裝置

17/00 產生彩色－音樂之器具

舞台，馬戲場或競技場上產生

19/00 木偶、提線木偶或影子戲演出

特技效果用之輔助用具
5/02

15/00 西洋景，如小孔窺視之西洋

‧產生舞台效果之裝置；舞台輔助
用品

或影子戲戲院
21/00 變戲法用品；變戲法人用之輔
助器械

5/04

‧‧產生音響效果之裝置

5/10

‧將說話轉換成可視或可聽的裝置

23/00 （轉見 99/00）

5/12

‧升降人員之器械

23/02 （轉見 25/00）

7/00

供藝人用之輔助器械

25/00 專供電影院用之設備（電影放

9/00

離心式軌道、環球火車或類似
的娛樂

11/00 迷宮
13/00 全景裝置、透視裝置、立體景
裝置或類似裝置
A-244

映裝置見 G03B）[2009.01]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
題 [2009.01]

A63J,K

A63K 賽 馬 ； 騎 馬 運 動 ； 所 用 之 設 備 或 附 件 （ 跑 表 見 G04F7/06 ； 計 時 見
G07C1/22；由選擇或主目合各個要素以指示變化資訊之裝置見 G09F9/00）

1/00

賽馬場；跑道

1/02

‧供灰狗（一種身體細長之賽狗）
或其他種狗使用者

3/00

賽馬或騎馬運動用之設備或附

3/02

‧賽馬起跑用品，如起跑障礙物

3/04

‧（賽馬用）欄或類似設備

99/00

本次類各目中不包括的技術
主題[8]

件

A-245

A99Z

A99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8]

A99Z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8]
附註
本次類包括的技術主題是：
(1)本部中的各個次類涵蓋之技術主題所不包括的，但是與其最密切相關
的，和[8]
(2)明確不被其他任何部的任何次類所包括的技術主題。[8]

99/00 本次類其他目中不包含的技術主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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