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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彌敦道700號  
工業貿易署大樓5樓  
工業貿易署署長  
（經辦單位：戰略貿易管制科分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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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貿易署  

密碼學問卷:用作分類密碼產品  
SC037（2013/10）  

（2013年10月18日修訂本）  
 

 
（請在適當之處加上號）  

第一部份    產品資料  

 

a) 品牌持有者名稱：   

b) 產品的品牌：   

c)  型號/  部件號碼：   

   

 （附註:  如須在本表格内填寫多於一個型號/部件號碼，請另頁填寫所有有關型

號/部件號碼）  

d) 產品說明：   

e)   產品應用：   

f) 產品類別：  集成電路/  模組/  電子組件/  裝備/  系統/  軟件/  其他   

g) 出口國（地方）管制狀況：     管制/      非管制  

 出口管制資料（如有者）：   

   

 （例子：美國政府對其密碼產品編發的出口管制分類號碼（ECCN）和採用之

產品分類自動追蹤系統號碼（CCATS））  

 h) 產地來源：    

（請注意：產品的  “產地來源”未必與生產或出口地相同。例如以美國科技設

計或製造的產品，不論其實際的生產地方，產地來源均界定為美國）  

i)  其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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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適當之處加上號）  
 

第二部份  – 問題（須回答所有問題）  

 
問1 第一部份所指的產品是否在設計或改裝上使用數位技術的密碼學以執行下面的

密碼學功能？  （  是/  否）    
 如答案是「否」，請轉到第三部份。  
 

問2 請填寫附件1（第4頁）  並提供第一部份所指產品的密碼功能的詳情。  

  
問3 第一部份所指產品是否：     
 a)  符合附件2（第5頁）註釋3(a) 內所有的規定。  （  是/  否）    
 b)  符合附件2註釋3(b) 內所有的規定。  （  是/  否）  
 如問3(b)的答案為「是」，請舉出現有物品的例子，包括品牌、型號和產

品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4  第一部份所指產品是否符合以下所有的說明：  （  是/  否）  
 a)  屬有可能廣為個別人士及商界感興趣的產品。  
 b)  在購買前已獲得有關該等產品的價格和主要功能的資料。  
 
問5 第一部份所指產品是否符合附件2註釋4內所有的規定。（  是/  否）  
 
問6 第一部份所指產品的全部密碼功能只用作驗證、數位式簽名或執行受版權保

護的軟件。  （  是/  否）  
 
註釋：如以上任何問3、問4、問5或問6的答案為「是」，可能須提供有關的詳情及

證明資料，例如牌子擁有人發出的信件，以確認產品已符合相關標準。   
 
問7 至於源自美國的產品，他們是否須受美國出口管理規例第740.17(b)(2)條或美

國出口管理規例第740.17(b)(3)(iii)條管制？  （  是/  否）  
 如是，請提供美國政府資訊及安全局簽發的產品分類自動追蹤系統號碼

（CCATS）。    
 
問8 至於軟組件，這些組件是否特別為符合附件2註釋3所有規定的現有物品的硬

組件而設計。  （  是/  否）  
 

 
第三部份      溫度資料  
 
如第一部份所指產品為一般用途集成電路，請提供以下資料。  
1. 這些集成電路是否供民用汽車或火車應用? （  是/  否）  
2. 請提供評定為可於攝氏  度至攝氏  度整個環境温度範圍內操作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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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     聲明  
 
本人聲明，本人是第一部份所指產品的品牌持有者。據本人所知及所信，上述資料

均屬真實無訛。  
 
 
 
簽署人姓名: 

 

 (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的職位：   
 
公司名稱：  
（附註：公司名稱須與品
牌擁有人相符）  
 
 
簽署及公司印章：  

 
  

 
公司電話號碼：  
 
公司電郵地址：  
 
公司主網頁：  
 
日期：  

 
  
 
  
 
  

 
重要說明：  本署會對此表格內的資料嚴格保密。不過，本署或會將該等資料向政府

其他部門，或向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的第三者披露。此等情況包括：本署

認為需要披露該等資料，以便考慮有關的申請；為了維護本港的利益；

根據法律授權或規定；獲有關申請人╱資料當事人明確同意披露該等資

料。  
 
 工業貿易署署長保留權利，無論何時均可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料及更

多證明文件，以支持有關的分類申請。未有填妥或未附有所有所需文件

的問卷會遭延遲/拒絕。  
 
 至於有關本署處理個人資料方面的詳情，請參閱本署就有關事項所發的

說明。該等說明可於香港九龍彌敦道700號工業貿易署大樓5字樓戰略

貿易管制科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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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請在適當之處填上“”號) 
第一部份所指的產品是否在設計或改裝上使用數位技術的密碼學以執行下面的密碼
學功能？  

是 /否  
(1) 「對稱演算法」                                                                                   
 若「是」，請說明：  
 (i) 全名                                         ： 
 (ii) 密碼匙長度  位元；  
 (iii) 只用作驗證；   
 (iv) 只用作數位式簽名；   
 (v) 只用作執行受版權保護的軟件；                                                     
 (vi) 用於資料檔案（包括圖像、聲音或文字等）的加密或解密；   
 (vii) 其他用途：  。  
 
(2) 「非對稱演算法」  
 若「是」，請述明其演算法的保密以下列任何一項為基礎：  
 (a) 因子公解法的整數（例如RSA）；   
  若「是」，請說明：  
  (i) 全名  ；  
  (ii) 密碼匙長度  位元；  
  (iii) 只用作驗證；   
  (iv) 只用作數位式簽名;   
  (v) 只用作執行受版權保護的軟件；   
  (vi) 用於資料檔案的加密或解密；   
  (vii) 其他用途：  。  
 (b) 乘法群的有限域中將離散對數計算機化  
  （例如：菲-赫爾曼技術在於Z/pZ上）：   
  若「是」，請說明：  
  (i) 全名  ；  
  (ii) 密碼匙長度  位元；  
  (iii) 只用作驗證；   
  (iv) 只用作數位式簽名；   
  (v) 只用作執行受版權保護的軟件；   
  (vi) 用於資料檔案的加密或解密；   
  (vi) 其他用途：  。  
 (c) 除以上2(b)所述者外，使用乘法群中的離散對數（例如：  
  菲-赫爾曼技術在於橢圓曲線上）；   
  若「是」，請說明：  
  (i) 全名   
  (ii) 密碼匙長度  元；  
  (iii) 只用作驗證；   
  (iv) 只用作數位式簽名；   
  (v) 只用作執行受版權保護的軟件；   
  (vi) 用於資料檔案的加密或解密；   
  (vi) 其他用途：  。  
 
 
(3) 其他（如有需要請另頁填寫）  

請詳細註明產品密碼功能、密碼匙長度及其應用情況。  
 
 

 

sc_web
Line



-  5  - 
 

SC037 (2013/10) 
 

附件2 
 
第60G章《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類別5“電訊及資訊安全”的第二部“資訊安全”  

註釋3  
(a) 符合以下所有各項說明的物品：  

(1) 普遍地在沒有限制下在零售點以下述任何方式從存貨中向公眾

售賣：  
(a)門市交易；  
(b)郵購交易；  
(c)電子交易；  
(d)電話訂購交易；  

(2) 其密碼功能不容易遭用戶更改；  
(3) 該物品的設計可供用戶在並無供應商充分支援下自行安裝；以

及  
(4) 如需要時，物品詳情可應要求而供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查閱或

提供予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物品符合上文(a)(1)、(2)及
(3)段所描述的條件。  

(b) 本註釋(a)段所描述為現有物品而設計的硬組件，並符合以下所有說

明：  
(1) 資訊安全並非組件的首要功能或功能組合；  
(2) 組件沒有改變現有物品的密碼功能或把新密碼功能加入現有物

品；  
(3) 組件的特色組合為固定及沒有因顧客的規格而設計或改裝，以

及  
(4) 如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決定有需要時，組件及有關成品的詳情

可應要求而供有關主管當局查閱及提供予有關主管當局，以確

定組件符合上文(b)(1)、(2)和(3)段所描述的條件。  
 
註釋4 
(a) 首要功能或功能組合並非以任何一項:  

(1) 資訊安全；  
(2) 電腦，包括其作業系統、零件及部件；  
(3) 傳送、接收或貯存資料（支援娱樂、大眾商業廣播、數碼權管

理及醫療記錄管理除外）；  
(4) 網絡連結（包括操作、行政、管理及供應）；  

(b) 密碼功能只限於支援其首要功能或功能組合；  
(c) 如需要時，物品詳情可應要求而供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查閱或提供予

出口國有關主管當局，以確定上文(a)和(b)段所描述的條件獲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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