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尋找貨物編號」 – 使用指南 
 

如何使用網上「尋找貨物編號」？ 

在香港遞交進／出口報關單時，需要以香港貨物協調制度（簡稱「港貨協制」）

全部八位數字編號填寫貨物分類編號。網上「尋找貨物編號」，使你能透過以下

三種不同方式，尋找適當的貨物編號： 
 

(i) 按關鍵字／片語搜尋 

(ii) 按部分（二、四或六位數字）或整個（八位數字）港貨協制編號搜尋 

(iii) 按港貨協制的章、項目和分項瀏覽 

（若要獲得更快捷的搜尋效果，請使用最新版本的瀏覽器，例如 Microsoft Edge，
Mozilla FireFox，Apple Safari 和 Google Chrome。） 
 

按關鍵字／片語搜尋 

在搜尋時，請輸入最能夠形容該貨物的關鍵字或片語，然後選擇適當的搜尋選項

（包括「全部字詞」、「任何一字」或「確切片語」）。搜尋結果便會以下列模

式展示，並會將關鍵字塗上螢光黃色。 
活動物；動物產品 ( Chapter 01 - 05 )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以"常見貨品

名稱"顯示﹞ 
數量單位 

03 0301 03019991 活羅非魚 Tilapia, live KGM 

03 0302 03027100 

羅非魚，新鮮或冰鮮，不包括魚

柳及其他魚肉、魚肝、魚卵、魚

白、魚翅、魚頭、魚尾、魚肚及

其他可食的魚雜碎 

Tilapias (oreochromis spp.), 

fresh or chilled, excluding fillets 

and other fish meat, livers, roes, 

milt, fish fins, heads, tails, maws 

and other edible fish offal 

KGM 

03 0303 03032300 

羅非魚，冷藏，不包括魚柳及其

他魚肉、魚肝、魚卵、魚白、魚

翅、魚頭、魚尾、魚肚及其他可

食的魚雜碎 

Tilapias (oreochromis spp.), 

frozen, excluding fillets and 

other fish meat, livers, roes, 

milt, fish fins, heads, tails, maws 

and other edible fish offal 

KGM 

03 0304 03043100 
羅非魚的魚柳，新鮮或冰鮮 Fillets of tilapias (oreochromis 

spp.), fresh or chilled 
KGM 

03 0304 03046100 
羅非魚的魚柳，冷藏 Fillets of tilapias (oreochromis 

spp.), frozen 
KGM 

 



經配製的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 ( Chapter 16 - 24 )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以"常見貨品

名稱"顯示﹞ 
數量單位 

16 1604 16041920 

羅非魚，經處理或保藏，整條或

切塊，但非切碎 

Tilapia, whole or in pieces, but 

not minced, prepared or 

preserved 

KGM 

 
 
輸入英文字、中文字或中英字皆可。若以英文輸入，大小楷也會獲得相同的搜尋

結果。此搜尋功能只支援文字及數目字輸入，並不接受其他符號（例如“+”、
“-”、“，”、“；”）。 
按常見貨品名稱顯示搜尋結果 
假若在搜尋結果中，未能看到已塗上顏色的關鍵字，請按表格內的「常見貨品名

稱」標示，便可看到在另一圖層內載列的相關資訊。「常見貨品名稱」會取代

「貨物名稱」，如下所示： 
活動物；動物產品 ( Chapter 01 - 05 )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常見貨品名稱 

常見貨品名稱(英文) ﹝以"貨物

名稱"顯示﹞ 
數量單位 

03 0301 03019991 活金山鯽；活羅非魚 Tilapia, live KGM 

03 0302 03027100 金山鯽—新鮮或冰鮮 Tilapia - fresh or chilled KGM 

03 0303 03032300 金山鯽，冷藏 Tilapia, frozen KGM 

03 0304 03043100 金山鯽魚柳—新鮮或冰鮮 Tilapia fillets - fresh or chilled KGM 

03 0304 03046100 金山鯽魚柳—冷藏 Tilapia fillets, frozen KGM 

經配製的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 ( Chapter 16 - 24 )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常見貨品名稱 

常見貨品名稱(英文) ﹝以"貨物

名稱"顯示﹞ 
數量單位 

16 1604 16041920 
金山鯽—經處理或保藏；羅非魚

—經處理或保藏 

Tilapia - prepared or preserved 
KGM 

 



使用適當的數量單位 
在搜尋港貨協制編號時，搜尋結果會以八位數字顯示。相應的數量單位亦會並列

於右面的欄目中，若將電腦的游標移至數量單位的簡稱上，該數量單位的名稱便

會顯示出來（例如：“C62”代表“個”）。 
 
數量單位分類詳列如下： 
 

編號 數量單位  編號 數量單位 

MTQ 立方米  CTM 克 拉 （ 十 進

制） 

GWH 千兆瓦小時  NMP 盒／副 

GRM 克  PR 對 

KGM 公斤  SET 套 

K6 千升  MTK 平方米 

KMT 千米  MIL 千 

LTR 升  TNE 公噸 

MAL 兆升  C62 個 

MTR 米    

 
每一個八位數字的港貨協制編號是配對了一個特定的「數量單位」。貿易商在填

寫進／出口報關單時，必須依照貨物分類編號所特定的「數量單位」申報有關貨

物進／出口的數量。 



按部分或整個港貨協制編號搜尋 

「香港貨物協調制度」（簡稱「港貨協制」）是建基於世界海關組織所制訂的

「貨物名稱及編號協調制度」（以下簡稱「協調制度」），協調制度規定以六位

數分項為貨物的分類，作為國際間比較的標準。個別國家／地區亦可依照本身的

需要，增添貨物編號的位數，以作更細緻的貨物分類。港貨協制採用合共八個位

的貨物編號分類系統。首二個、四個及六個數字分別對應章、項目和分項，第七

和第八個數字則代表條目，即下一層分類，以配合香港本身的需要。在填寫進出

口報關單時，須使用全部八位數的港貨協制編號。 
 
 
此搜尋功能提供四種不同的選項，接受八位數字的完整貨物編號搜尋，或二位、

四位或六位數字的部分編號作搜尋： 
 
搜尋選項 層次 可供輸入數目的有效範圍 備註 

(i) 二位數字 章 01 – 98  當輸入部分編號，搜尋結果會帶領你到

相應的層次 

 在同一章、項目、分項內，會顯示不同

編號，透過逐一瀏覽，有助於確認適當

的八位數字港貨協制編號 

(ii) 四位數字 項目 0101 – 9801 

(iii) 六位數字 分項 010121 – 980100 

(iv) 八位數字 條目 01012100 – 98010020  會顯示該八位數字所對應的產品名稱及

數量單位 

 
同樣的產品在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時，所採用的貨物編號的首六位數字一

般情況下是相同的，這亦是世界海關組織所編訂的分項編號。故此，貿易商可考

慮先透過六位數字編號進行搜尋，然後從搜尋結果中，再選擇適當的八位數字港

貨協制編號，作填報香港的進／出口報關單。 
 
 
 
 
 
 
 
 
 
 
 
 



按章節、項目和分項瀏覽 

在二零二三年，最新的港貨協制的結構以 22類、98章（按二位數字）、1 229個
項目（按四位數字）、5 614 個分項（按六位數字）和 7 807 條互不相容的條目
（按八位數字）來劃分。瀏覽的功能，使你可以逐一檢視不同層面下的貨物編號

詳情。 
 
該 98章可大致歸納為以下各組： 
 
章 貨物名稱  章 貨物名稱  章 貨物名稱 

01 - 05 活動物；動物產品 
 

44 - 46 木及木製品；編結材料

製品 
 

86 - 89 運輸設備 

06 - 14 植物產品 
 

47 - 49 木漿；紙及其製品 
 

90 - 92 
精密或醫療儀

器及器具；鐘

錶；樂器 

15 動物、植物或微生

物脂肪及油 
 

50 - 63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93 武器及彈藥 

16 - 24 

經配製的食品；飲

料、酒及醋；煙

草；吸食時無須燃

燒的產品；供人體

攝取尼古丁的其他

尼古丁產品 

 

64 - 67 鞋履及帽類；羽毛製

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94 - 96 
傢具；玩具及

遊戲/運動必需
品；雜項製品 

25 - 27 礦產 
 

68 - 70 
石、灰泥、水泥、石

棉、雲母製品；陶瓷及

玻璃製品 

 
97 藝術品、珍藏

品及古董 

28 - 38 化學產品 
 

71 

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

寶石、貴金屬、包貴金

屬的金屬及其製品；仿

首飾 

 
98 未能按產品類

型分類的貨物 

39 - 40 塑膠及其製品；橡

膠及其製品 
 

72 - 83 賤金屬及賤金屬製品 
   

41 - 43 
獸皮、皮革及毛

皮；旅行用品及手

袋 

 
84 - 85 機械及機械用具；電動

設備 
   

 
注意：第 77章保留為協調制度將來所用 

 



透過選取章節數目（例如：06-14），所選取的章節及其對應的貨物名稱便會顯
示如下： 
章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06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類似物；鮮花及裝

飾用的葉子 

Live trees and other plants;bulbs,roots and the 

like;cut flowers and ornamental foliage 

07 食用蔬菜及某些根莖 Edible vegetables and certain roots and tubers 

08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柑橘屬的果皮或瓜皮 Edible fruit and nuts;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09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 Coffee, tea, maté and spices 

10 穀物 Cereals 

11 
磨粉廠產品；麥芽；澱粉，菊粉、小麥麩質（麵

筋） 

Products of the milling 

industry;malt;starches;inulin;wheat gluten 

12 

油子及含油果實；各類穀物、種子及果實；工業

或藥用植物；稻草及草根類飼料 

Oil seeds and oleaginous fruits;miscellaneous 

grains,seeds and fruit;industrial or medicinal 

plants;straw and fodder 

13 
蟲膠；樹膠、樹脂及其他植物的液汁 Lac;gums,resins and other vegetable saps and 

extracts 

14 
植物編結材料；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編號的植

物產品 

Vegetable plaiting materials;vegetable products 

not elsewhere specified or included 

 
透過選取某一特定的章節（例如：08），會引領你到該章節及其所包涵的項目詳
情： 
章 項目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08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柑橘屬的果皮或瓜

皮 

Edible fruit and nuts;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08 0801 
椰子、巴西果及腰果，新鮮或乾，無論

是否去殼或去皮 

Coconuts, Brazil nuts and cashew nuts, fresh 

or dried, whether or not shelled or peeled 

08 0802 
其他新鮮或乾硬殼果，無論是否去殼或

去皮 

Other nuts, fresh or dried, whether or not 

shelled or peeled 

08 0803 香蕉，包括大蕉，新鮮或乾 Bananas, including plantains, fresh or dried 

08 0804 
棗、無花果、菠蘿、鰐梨、番石榴、芒

果及山竹，新鮮或乾 

Dates, figs, pineapples, avocados, guavas, 

mangoes and mangosteens, fresh or dried 

08 0805 柑橘屬水果，新鮮或乾 Citrus fruit, fresh or dried 

08 0806 葡萄（提子），新鮮或乾 Grapes, fresh or dried 

08 0807 
甜瓜（包括西瓜）及巴婆（木瓜），新

鮮 

Melons (including watermelons) and papaws 

(papayas), fresh 

08 0808 蘋果、梨及榲桲，新鮮 Apples, pears and quinces, fresh 

08 0809 
杏、櫻桃、桃（包括油桃），梅（李）

及黑刺李，新鮮 

Apricots, cherries, peaches (including 

nectarines), plums and sloes, fresh 

08 0810 其他水果，新鮮 Other fruit, fresh 



章 項目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08 0811 

水果及硬殼果，冷藏、未煮或經蒸煮或

用水煮，無論是否含附加糖或其他甜物

料 

Fruit and nuts, uncooked or cooked by 

steaming or boiling in water, frozen, whether or 

not containing added sugar or other sweetening 

matter 

08 0812 

水果及硬殼果，暫時保藏，但不適宜在

該階段食用 

Fruit and nuts provisionally preserved, but 

unsuitable in that state for immediate 

consumption 

08 0813 

0801至 0806項以外的乾果；本章所包

括的混合硬殼果或乾水果 

Fruit, dried, other than that of headings 0801 to 

0806; mixtures of nuts or dried fruits of this 

chapter 

08 0814 

柑橘屬水果或甜瓜（包括西瓜）的果

皮，新鮮、冷藏、乾或以鹽水、硫磺水

或其他防腐溶液暫時保藏 

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including 

watermelons), fresh, frozen, dried or 

provisionally preserved in brine, in sulphur 

water or in other preservative solutions 

 
透過選取四位數字的項目（例如：0804），會引領你到該項目及其包涵的所有八
位數字港貨協制編號：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以"常見貨品

名稱"顯示﹞ 
數量單位 

08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柑橘屬

的果皮或瓜皮 

Edible fruit and nuts;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08 0804  

棗、無花果、菠蘿、鰐梨、

番石榴、芒果及山竹，新鮮

或乾 

Dates, figs, pineapples, 

avocados, guavas, mangoes 

and mangosteens, fresh or 

dried 

 

08 0804 08041000 棗，新鮮或乾 Date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2000 無花果，新鮮或乾 Fig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3000 菠蘿，新鮮或乾 Pineapple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4000 鰐梨，新鮮或乾 Avocado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5010 番石榴，新鮮或乾 Guava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5020 芒果，新鮮或乾 Mangoes, fresh or dried KGM 

08 0804 08045030 山竹，新鮮或乾 Mangosteens, fresh or dried KGM 

 
 
 
 
 
 
 



透過選取八位數字的項目（例如：08044000），會顯示該條目所對應的「貨物
名稱」及「常見貨品名稱」： 

章 項目 
港貨協制編

號 
貨物名稱 貨物名稱(英文) 數量單位 

08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柑橘屬的

果皮或瓜皮 

Edible fruit and nuts;peel of 

citrus fruit or melons 
 

08 0804  
棗、無花果、菠蘿、鰐梨、番

石榴、芒果及山竹，新鮮或乾 

Dates, figs, pineapples, 

avocados, guavas, mangoes 

and mangosteens, fresh or dried 

 

08 0804 08044000 

鰐梨，新鮮或乾 Avocados, fresh or dried 

KGM 

  

常見貨品名稱: Common Product Name: 
  

 牛油果，新鮮  Alligator pears, fresh 

 鰐梨，新鮮或乾  Avocados, fresh or d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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