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壹、 說  明 
 

一、沿革 
 
我國行業標準分類係供統計分類之用，於民國56年公布

試行，分類架構計分為大、中、小類3個層級，其中大類依

照 1958 年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ISIC）編訂；中、小類則根據我國國情與需要，

並參照國際行業標準分類及美國、日本、加拿大三國人口普

查之行業分類酌予增減。 
 

民國60年行業分類第1次修訂，分類層級參考1968年

ISIC，擴增為大、中、小、細類4個層級。其後為反映產業

結構變遷，迭經民國 64 年、72 年、76 年、80 年、85 年及

90年多次修訂，分類體系已臻完備。近年來由於經社環境變

遷快速，產業結構多有轉變，爰重新檢討修訂現行分類，完

成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8次修訂。 
 

二、行業之定義 
 

「行業」一詞係指經濟活動部門之種類，包括從事生產

各種有形商品與提供各種服務之經濟活動在內。一般人常將

工作場所隸屬的行業與個人所擔任的職業混為一談，為避免

誤解，對二者之區別首須加以說明。 
 

行業指工作者工作場所隸屬之經濟活動部門，職業則指

工作者個人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以酒廠所僱司機為

例，在職業分類中司機屬運輸工具操作工，在行業分類中，

因酒廠之經濟活動為釀酒，屬製造業之飲料製造業。簡言之，

所謂行業，係指經濟活動部門之種類，而非個人所從事之工

作，每一類行業有一定主要經濟活動，但因分工關係，往往

 



 
 
 

 
 

需要各種不同職業工作人員，而同一種職業之工作人員，亦

常分布於各種不同之行業。 
 

三、行業分類之編訂 
 

(一)目的 
 
我國行業標準分類編訂之主要目的： 

1.將從事相同或類似經濟活動之場所單位有系統的歸類，作

為統計資料陳示之基準。 

2.使國內統計之行業分類能在一致的比較基礎下，相互連結

應用。 

3.國際間統計資料之相容比較。 
 

行業分類係以場所單位的經濟活動進行歸類，俾供統計

分類之用，經濟活動並非依業務法規來劃分，其他非統計應

用，宜審慎衡酌。 
 

(二)原則 
 

行業分類架構須具周延與互斥之特性，即行業分類包含

經濟體內所有經濟活動，且各分類所涵蓋經濟活動無重疊現

象。我國行業標準分類係參酌聯國合國際行業標準分類編

訂，建立分類之原則相同，在中類（2位碼）與小類（3位碼）

方面，主要考量包括： 

1.生產之投入、製程及技術 

2.生產商品與服務之特性 

3.商品與服務之用途 
 

細類之建立主要依國內產業規模而定，通常為國內重

要、具規模或多數國家普遍存在之基本經濟活動。 
 
 
 
 

 



 
 
 

 
 

四、行業分類之單位 
 
國際上一般以場所單位（establishment）作為行業分類

基礎；所謂場所單位，依1993年版聯合國國民經濟會計制度

（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1993年）之定義，係

指位在一個地點（single location）之企業（enterprise）

或其分支單位，且從事一種或一種以上經濟活動之經濟實

體；為利分析生產活動及編製生產統計，場所單位要能提供

銷售商品及勞務之收入、各項成本費用、員工人數、資產運

用及其他有關經濟活動之資料。 
 
至於場所單位與企業之區別，一般而言，企業單位範圍

較大，包括之場所單位往往不止一個，各場所單位所從事之

主要生產活動可能相同，亦可能不同。前者如某晶圓公司於

竹科、中科、南科經營三個晶圓廠，其主要經濟活動皆為晶

圓生產。後者如台糖公司從事養猪、大豆油與砂糖製造及販

售等多種經濟活動，分別歸屬 0122「猪飼育業」、0840「食

用油脂製造業」、0893「製糖業」及 4719「其他綜合商品零

售業」等不同細類。但無論就某晶圓公司或台糖公司而言，

均屬企業單位。 
 
由於企業單位範圍過於龐大，難以充分顯示主要經濟活

動的種類，唯有採用場所單位作為行業分類的基礎，應用在

區域統計、勞工統計及財經統計上，始足以觀測一國經社結

構，衡量經社發展的程度。 
 

五、行業分類歸類原則 
 

(一)一般原則 
 

本行業標準分類係以場所單位之附加價值最大的主要經

濟活動作為判定行業細類基礎，而不論其組織型態為公司組

織、合夥組織或獨資經營，為民營或公營，亦不論其營運方

式為傳統通路或電子商務。若無法取得附加價值資料，可採

 



 
 
 

 
 

生產總額、營業額、員工人數等替代。個人單獨作業，無固

定工作場所者，則依其從事經濟活動所生產之物品或所提供

之服務分類。 
 

(二)複合活動之處理 
 

1.獨立多元活動 

各場所單位之主要經濟活動，按其性質相同或相似者

分別歸屬於一類；如該場所單位同時從事多種獨立之經濟

活動時，依聯合國 ISIC 3.1 修訂版（2002 年）規定，應

採「由上而下法（top-down method）」之程序判定，以確

保歸類結果與場所單位實際經濟活動之一致性。 
 
以本次行業分類為例，某場所單位之各項經濟活動附

加價值占總附加價值比重如下：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名    稱 比重(%) 

C 25 253 2531 鍋爐、金屬貯槽及壓力容器製

造業 

7 

52% 
 29 291 2912 金屬切削工具機製造業 8 

  292 2921 農用及林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21 

   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 8 

  293 2938 動力手工具製造業 3 

 30 303 3030 汽車零件製造業 5 

G 45- 461 4615 金屬建材批發業 7 

 46 464 4643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 28 

M 71 711 7112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 13 

35% 

根據上表，判定該場所單位行業歸屬之步驟如下： 

步驟一：確認大類層級中(C、G、M 三大類)，比重占最大

者為C大類之52％。 

步驟二：於C大類中確認中類層級(25、29、30三中類)，

比重占最大者為29中類之40％。 

步驟三：於29中類中確認小類層級(291、292、293 三小

類)，比重占最大者為292小類之29％。 

 



 
 
 

 
 

步驟四：於292小類中確認細類層級(2921、2925二細類)，

比重占最大者為2921細類「農用及林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之21％。 
 

經「由上而下法」逐層確認後，該場所單位之行業歸

屬為2921細類「農用及林用機械設備製造業」，而非所有

細類中最大比重 28％之 4643 細類「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

備批發業」，與該場所單位主要從事 C 大類、29 中類的經

濟活動情形一致。 
 

2.垂直整合（vertically integrated）活動 

係指同一場所單位從事不同生產程序之一貫生產活

動，以前一階段的產出作為後一階段的投入。場所單位從

事垂直整合性質之生產活動時，除國際行業分類有特別規

定外，應依最終生產活動歸類，例如從伐木到鋸木之生產

活動應歸屬1401細類「製材業」、從採土到製磚之生產活

動應歸屬2322細類「黏土建築材料製造業」或從生產人造

纖維到紡織之生產活動應歸屬1123細類「人造纖維梭製布

業」。 
 

3.水平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ed）活動 

係指同一場所單位使用相同的生產要素從事兩種以上

生產活動，例如同時製造麵包、巧克力及糖果，因中間原

料重疊，釐析不易，致無法計算各項產品之附加價值並據

以歸屬行業時，可採替代性指標，改以產品之生產總額或

營業額，按其最大者歸屬行業。惟部分水平整合活動中，

若各項產品之生產總額或營業額亦難以釐析，例如同時從

事建築物清潔、保全等多種經濟活動者，則歸屬8110細類

「複合支援服務業」。 
 

(三)電子商務活動 
 
電子商務係指經由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媒介從事商品或

服務所有權移轉之商業交易行為，雖和傳統銷售方式不同，

 



 
 
 

 
 

但無關行業分類之歸類原則，故不論是採用電子商務或傳統

銷售手法之經營模式，均依該經濟活動之實際內涵分別歸入

適當類別，例如專門透過網際網路販售旅行產品之旅遊業

者，其經濟活動內涵與傳統業者相同，是代客安排旅程、代

購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相關服務，應歸入 7900

細類「旅行業」。本原則唯一的例外為 G 大類「批發及零售

業」，專門從事透過網際網路銷售商品者，不依其銷售商品種

類歸類，而應歸入487小類「其他非店面零售業」項下的4871

細類「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四)維修活動 
 
本行業標準分類之專營維修服務係分散歸屬不同大類，

其中： 

1.產業用機械設備之維修服務歸屬 3400 細類「產業用機械

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2.工程維修服務歸屬F大類「營造業」之適當類別。 

3.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電子產品、汽機

車、自行車及其他家用物品之維修服務歸屬 95 中類「個

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之適當類別。 
 

(五)委外生產活動 
 
以收取費用或訂契約為基礎之經濟活動單位，與自負盈

虧及風險從事生產活動之生產單位歸為同類；另若委託他人

生產，惟對產品之構想具有影響力，或提供製造產品之原材

料，且以自己名義出售商品或服務並承擔風險，則其產品視

為自己生產之商品或服務。 
 

(六)政府活動 
 
政府所從事之經濟活動應依其特性歸入適當之類別，而

非全歸入O大類「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項下。

例如，公立學校應歸入P大類「教育服務業」，公立醫院應歸

入8610 細類「醫院」。但政府機關基於行政管理目的而從事

 



 
 
 

 
 

類似民間經濟活動者應歸入O大類「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

性社會安全」。 
 

六、行業分類編碼系統 
 
行業分類分為大、中、小、細類等 4 個層級，其編碼方

法依聯合國1990年頒訂標準，自民國80年本行業標準分類

第5次修訂起，大類改採英文字母編碼，中、小、細類分別

採用2、3、4位數編碼；小、細類代碼若為「0」，表示該層

級不再細分。本次行業標準分類大、中類編碼情形如下： 

大   類 中   類 

 A 農、林、漁、牧業 01-03 

 B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5-07 

 C 製造業 08-34 

 D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35 

 E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6-39 

 F 營造業 41-43 

 G 批發及零售業 45-48 

 H 運輸及倉儲業 49-54 

 I 住宿及餐飲業 55-56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8-63 

 K 金融及保險業 64-66 

 L 不動產業 67-68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9-76 

 N 支援服務業 77-82 

 O 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84 

 P 教育服務業   85 

 Q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86-88 

 R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90-93 

 S 其他服務業 94-96 
 
 
 
 

 



 
 
 

 
 

七、行業標準分類修訂結果 
 
行業分類基於成本及統計資料銜接考量，定期每 4-5 年

修訂乙次。本次行業分類修訂，共分為 19 大類、89 中類、

253小類、557細類。主要修訂重點如下： 
 

(一)修訂原則 
 

1.參採國際行業標準分類之架構，俾利國際間比較。 

2.以 90 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及近年財經統計資料陳示之經

濟活動現況，作為類目提升或修訂之標準。 

3.全面檢討各層級類目定義，俾涵蓋未盡列舉之新興經濟活

動，使之更加周延並具彈性。 
 

(二)大類之變動 
 

本次修訂較第7次修訂新增3大類，包括 

1.E大類「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為突顯環境保護之重要性，將原C 大類「製造業」項

下之再生橡膠製造與廢車船解體、廢鋼鐵處理、原D大類

「水電燃氣業」項下之用水供應及原O大類「其他服務業」

項下之環境衛生與污染防治服務等業別整併成一大類。 
 

2.J大類「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鑑於資訊及通訊傳播的蓬勃發展，本次修訂將原H大

類「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項下之電信業、原K大類「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之資訊相關服務及原N大類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項下之出版、電影、廣播電

視等業別整併成一大類。 
 

3.N大類「支援服務業」： 

企業分工趨細，無關企業決策之行政及例行事務外包

及代辦服務等經濟活動漸增，為符合企業經營趨勢，將原

A 大類「農、林、漁、牧業」項下之園藝服務業、原 H 大

 



 
 
 

 
 

類「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項下之旅行業、原J大類「不

動產及租賃業」項下之租賃業及原O大類「其他服務業」

項下之支援服務業等業別整併成一大類。 
 

(三)各類修訂內容  
 

1.Ａ大類「農、林、漁、牧業」： 

(1)刪除原0117細類「甘蔗栽培業」，併入0113細類「特用

作物栽培業」。 

(2)刪除原0133細類「園藝服務業」，移列新增之N大類「支

援服務業」之813小類「綠化服務業」項下。 

(3)刪除原0211「造林業」及0212「特殊林木經營業」兩

細類，併入新增之0210細類「造林業」。 

(4)刪除原0222細類「薪炭業」，併入0221細類「伐木業」。 

(5)刪除原0311「遠洋漁業」、0312「近海漁業」、0313「沿

岸漁業」等3細類，併入新增之0311細類「海洋漁業」。 

(6)刪除原0329細類「其他水產養殖業」，併入0321「海面

養殖業」及0322「內陸養殖業」兩細類。 

2.Ｂ大類「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刪除原04中類「能源礦業」及041小類「石油、天然氣

及地熱礦業」。 

(2)提升原0411細類「石油及天然氣礦業」為05中類「石

油及天然氣礦業」。 

(3)刪除原0412細類「地熱礦業」，併入4220細類「公用事

業設施工程業」。 

(4)刪除原042「煤礦業」、051「金屬礦業」、069「其他土

石採取業」等3小類及0521「鹽業」與0529「其他非金

屬礦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0700細類「其他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 

(5)刪除原0522「土礦業」、0612「陸上採石業」、0621「河

川砂礫採取業」、0622「濱海及海域砂礫採取業」等4

細類，併入新增之0600細類「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6)刪除原0523「石礦業」、0611「陸上採土業」兩細類，

併入新增之0600「砂、石及黏土採取業」及0700「其

 



 
 
 

 
 

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兩細類。 

3.C大類「製造業」： 

(1)拆分原08中類「食品及飲料製造業」為08「食品製造

業」及09「飲料製造業」兩中類。 

(2)刪除原083小類「罐頭、冷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造

業」，併入新增之081「肉類處理保藏及其製品製造

業」、082「水產處理保藏及其製品製造業」、083「蔬

果處理保藏及其製品製造業」及089「其他食品製造業」

等4小類。 

(3)刪除原084小類「糖果及烘焙食品製造業」，併入089小

類「其他食品製造業」。 

(4)提升原0851細類「食用油脂製造業」為084小類「食用

油脂製造業」。 

(5)刪除原086小類「製糖業」；原0861細類「砂糖製造業」

移列089小類「其他食品製造業」項下；原0869細類「其

他糖類製造業」併入新增之0863細類「澱粉及其製品

製造業」。 

(6)刪除原087小類「調味品製造業」，併入新增之0896細

類「調味品製造業」。 

(7)拆分原088小類「飲料製造業」為091「酒精飲料製造

業」及092「非酒精飲料製造業」兩小類 。 

(8)提升原0892細類「飼料配製業」為087小類「動物飼料

配製業」。 

(9)刪除原0894細類「豆類加工食品製造業」，併入新增之

0832細類「蔬果製品製造業」。 

(10)刪除原0895細類「即食餐食製造業」，併入0899細類「未

分類其他食品製造業」。 

(11)新增0897細類「調理食品製造業」。 

(12)新增1124細類「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3)刪除原104「繩、纜、網、氈、毯製造業」，併入115小

類「紡織品製造業」；原1041「繩、纜、網製造業」及

1043「漁網製造業」兩細類併入1152細類「繩、纜、

網製造業」；原1042細類「氈、毯製造業」併入1159「其

 



 
 
 

 
 

他紡織品製造業」及新增之1151「紡織製成品製造業」

兩細類。 

(14)刪除原119小類「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原1191「毛

巾製造業」及1199「未分類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兩

細類併入新增之1151細類「紡織製成品製造業」。 

(15)刪除原1302「合板製造業」及1303「組合木材製造業」

兩細類，併入新增之1402細類「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

業」。 

(16)新增1403細類「建築用木製品製造業」。 

(17)刪除原1305細類「竹、藤製品製造業」，併入1409細類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 

(18)刪除原1412細類「竹、藤製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併

入3211細類「木製家具製造業」。 

(19)刪除原143小類「家具及裝設品表面塗裝業」，併入321

「非金屬家具製造業」及322「金屬家具製造業」兩小

類。 

(20)刪除原151「紙漿製造業」及152「紙製造業」兩小類，

併入新增之151小類「紙漿、紙及紙板製造業」。 

(21)刪除原153小類「加工紙製造業」，併入1599細類「未

分類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22)刪除原161「製版業」、162「印刷業」、163「印刷品裝

訂及加工業」及169「其他印刷輔助業」等4小類，併

入新增之161小類「印刷及其輔助業」；原1610「製版

業」、1630「印刷品裝訂及加工業」及1690「其他印刷

輔助業」等3細類併入新增之1612細類「印刷輔助業」。 

(23)新增162小類「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24)提升原1712細類「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為182小類「石

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25)提升原1713細類「肥料製造業」為183小類「肥料製造

業」。 

(26)刪除原179小類「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併入1990細

類「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27)提升原1826細類「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為191

 



 
 
 

 
 

小類「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 

(28)提升原182小類「藥品製造業」為20中類「藥品製造

業」。 

(29)刪除原191「石油煉製業」及199「其他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兩小類，併入新增之170小類「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 

(30)刪除原2104「塑膠皮製品製造業」及2106「強化塑膠

製品製造業」兩細類，併入2209細類「其他塑膠製品

製造業」。 

(31)刪除原221「陶瓷製品製造業」及224「耐火材料製造

業」兩小類，併入新增之232小類「耐火、黏土建築材

料及陶瓷製品製造業」。 

(32)刪除原2212「陶瓷餐具製造業」、2213「陶瓷藝術品製

造業」及2215「科學用、工業用陶瓷製品製造業」等3

細類，併入2329細類「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33)刪除原2214「陶瓷建材製造業」及2291「建築用黏土

製品製造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2322細類「黏土建

築材料製造業」。 

(34)刪除原2315細類「廢車船解體及廢鋼鐵處理業」，併入

新增之E大類「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項下3830細類

「資源回收業」。 

(35)刪除原2319細類「其他鋼鐵基本工業」，併入新增之

2549細類「其他金屬加工處理業」。 

(36)刪除原234小類「鎂基本工業」，併入249小類「其他基

本金屬製造業」，並新增2491細類「其他基本金屬鑄造

業」。 

(37)刪除原241「金屬鍛造及粉末冶金業」及245「金屬表

面處理及熱處理業」兩小類，併入新增之254小類「金

屬加工處理業」。 

(38)刪除原2441「金屬貯槽及運輸容器製造業」，併入新增

之2531細類「鍋爐、金屬貯槽及壓力容器製造業」。 

(39)刪除原2492細類「閥類製造業」，併入新增之2933細類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40)刪除原251小類「鍋爐及原動機製造修配業」；原2511

細類「鍋爐製造修配業」併入新增之2531細類「鍋爐、

金屬貯槽及壓力容器製造業」；原2512細類「原動機製

造修配業」移列293小類「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項下。 

(41)刪除原252「農業及園藝機械製造修配業」、254「專用

生產機械製造修配業」及255「建築及礦業機械設備製

造修配業」等3小類，併入新增之292小類「其他專用

機械設備製造業」。 

(42)刪除原2532細類「金屬成型工具機製造修配業」，併入

2919「其他金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及新增之2911

「冶金機械製造業」兩細類。 

(43)刪除原2533細類「金屬機械手工具製造修配業」，併入

新增之2938細類「動力手工具製造業」。 

(44)刪除原2534細類「非傳統加工設備製造修配業」，併入

2912「金屬切削工具機製造業」及2919「其他金屬加

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兩細類。 

(45)刪除原2544「造紙機械製造修配業」及2545「印刷機

械製造修配業」兩細類，併入2929細類「未分類其他

專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46)刪除原2551「建築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及2552「礦

業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2922細

類「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47)刪除原256「事務機器製造業」、257「污染防治設備製

造修配業」、258「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及259「其

他機械製造修配業」等4小類，併入新增之293小類「通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48)刪除原2581細類「空氣壓縮機及泵製造修配業」，併入

新增之2933細類「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49)刪除原2584「包裝機械製造修配業」及2591「飲用水

設備製造修配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2939細類「其

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50)刪除原2592細類「金屬模具製造業」，移列251小類「金

屬手工具及模具製造業」項下。 

 



 
 
 

 
 

(51)刪除原2613「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及2619「其他電

腦設備製造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2719細類「其他

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52)刪除原2614「電腦組件製造業」，併入2711「電腦製造

業」及新增之2691「印刷電路板組件製造業」與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等3細類。 

(53)刪除原262小類「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併入新增之

272小類「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並分為2721「電話

及手機製造業」及2729「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兩細類。 

(54)刪除原2631「電視機、錄放影機製造業」及2632「電

唱機、收錄音機製造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2730細

類「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55)刪除原2639細類「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併入

2729「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及2890「其他電力

設備製造業」兩細類。 

(56)刪除原2640細類「資料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之複

製部分，移列新增之1620細類「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57)刪除原2710細類「半導體製造業」，併入新增之2611「積

體電路製造業」、2612「分離式元件製造業」及2613「半

導體封裝及測試業」等3細類。 

(58)提升原2792細類「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為264小類

「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並分為2641「液晶面板及

其組件製造業」及2649「其他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業」

兩細類。 

(59)刪除原281小類「電力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提升原

2811細類「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修配業」為281

小類「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原2812細類「電

線及電覽製造業」移列新增之283小類「電線及配線器

材製造業」項下，並新增2832細類「配線器材製造業」。 

(60)刪除原2821細類「冷凍空調器具製造業」，併入新增之

2851「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及2852「家用電冰箱製

造業」兩細類。 

 



 
 
 

 
 

(61)刪除原2823細類「電熱器製造業」，併入2859細類「其

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62)提升原293小類「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為30中類「汽

車及其零件製造業」，並新增302小類「車體製造業」。 

(63)刪除原2911「船舶建造修配業」、2912「船舶機械及零

件製造業」、2913「海上結構物建造修配業」等3細類，

併入新增之3110細類「船舶及其零件製造業」。 

(64)刪除原292「軌道車輛及其零件製造修配業」、296「航

空器及其零件製造修配業」兩小類，併入319小類「未

分類其他運輸工具及零件製造業」。 

(65)刪除原301「精密儀器製造業」及304「鐘錶製造業」

兩小類，併入新增之275小類「量測、導航、控制設備

及鐘錶製造業」，並分為2751「量測、導航及控制設備

製造業」及2752「鐘錶製造業」兩細類。 

(66)刪除原303小類「醫療器材及設備製造業」，併入新增

之332小類「醫療器材及用品製造業」，並分為3321「眼

鏡製造業」及3329「其他醫療器材及用品製造業」兩

細類。 

(67)新增34中類「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主要將

原分散在製造業各業別之專營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服務，以及原4200細類「其他營造業」之產業用

重型機械安裝工程等整併而成。 

4.D大類「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1)刪除原36中類「用水供應業」，移列新增之E大類「用

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項下。 

(2)刪除原33「電力供應業」、34「氣體燃料供應業」及35

「熱能供應業」等3中類，併入新增之35中類「電力及

燃氣供應業」。 

5.E大類「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新增36中類「用水供應業」，由原D大類「水電燃氣業」

項下之36中類「用水供應業」移入。 

(2)新增37中類「廢(污)水處理業」，由原O大類「其他服

務業」項下之9303細類「廢（污）水處理業」移入，

 



 
 
 

 
 

並提升為中類。 

(3)新增38中類「廢棄物清除、處理及資源回收業」，主要

由原C大類「製造業」項下之2315細類「廢車船解體及

廢鋼鐵處理業」及O大類「其他服務業」項下之9301「廢

棄物清除業」與9302「廢棄物處理業」兩細類整併而

成，並分為381「廢棄物清除業」、382「廢棄物處理業」

及383「資源回收業」等3小類。 

(4)新增39中類「污染整治業」，由原O大類「其他服務業」

項下之9309細類「其他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

移入，並提升為中類。 

6.F大類「營造業」： 

(1)刪除原380小類，原3801細類「一般土木工程業」併入

新增之422「公用事業設施工程業」、429「其他土木工

程業」及431「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業」等3小類。 

(2)提升原3802「道路工程業」及3803「景觀工程業」兩

細類為421「道路工程業」及432「庭園景觀工程業」

兩小類。 

(3)刪除原3804細類「環境保護工程業」，併入新增之4100

「建築工程業」及4220「公用事業設施工程業」兩細

類。 

(4)刪除原3901細類「房屋建築工程業」，併入4340「最後

修整工程業」及新增之4100「建築工程業」、4220「公

用事業設施工程業」與4310「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

業」等4細類。 

(5)刪除原3902細類「房屋設備安裝工程業」，併入4339「其

他建築設備安裝業」及4340「最後修整工程業」兩細

類。 

(6)刪除原40「機電、電信、電路及管道工程業」、41「建

物裝修及裝潢業」及42「其他營造業」等3中類，併入

新增之43中類「專門營造業」，並分為431「整地、基

礎及結構工程業」、432「庭園景觀工程業」、433「機

電、管道及其他建築設備安裝業」、434「最後修整工

程業」及439「其他專門營造業」等5小類。 

 



 
 
 

 
 

(7)刪除原4002細類「管道工程業」，併入4332「冷凍、空

調及管道工程業」及新增之4220「公用事業設施工程

業」兩細類。 

7.G大類「批發及零售業」： 

(1)刪除原4412「蔬果批發業」及4416「水產品批發業」

兩細類，移列454小類「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批發業」

項下；刪除原4414「家畜批發業」及4415「家禽批發

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533「活動物批發業」及4542

「肉品批發業」兩細類。 

(2)刪除原4422細類「食用油脂批發業」，併入新增之4545

細類「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刪除原4425細

類「茶葉批發業」，併入新增之4548細類「咖啡、茶葉

及香料批發業」。 

(3)刪除原4432「成衣批發業」及4435「服飾配件批發業」

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552細類「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刪除原4434細類「行李箱及手提袋批發業」，併

入4559細類「其他服飾品批發業」。 

(4)刪除原4443「寢具批發業」及4444「室內裝設品批發

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563細類「家飾品批發業」；

刪除原4445細類「攝影器材批發業」，併入新增之4564

細類「家用攝影器材及光學產品批發業」。 

(5)刪除原4453細類「清潔用品批發業」，移列456小類「家

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項下。 

(6)刪除原4464細類「樂器批發業」，併入4583細類「玩具、

娛樂用品批發業」。 

(7)刪除原447「鐘錶、眼鏡批發業」及448「首飾及貴金

屬批發業」兩小類，併入456小類「家庭器具及用品批

發業」。 

(8)刪除原4514細類「板玻璃批發業」，併入4619細類「其

他建材批發業」。 

(9)刪除原4545細類「精密儀器批發業」，併入4649「其他

機械器具批發業」及新增之4564「家用攝影器材及光

學產品批發業」兩細類。 

 



 
 
 

 
 

(10)刪除原4554細類「汽機車車胎批發業」，併入4653細類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批發業」。 

(11)刪除原4591細類「飼料批發業」，併入4549細類「其他

食品批發業」。 

(12)刪除原461小類「農、畜、水產品零售業」，其項下細

類除4613細類「花卉零售業」移列485小類「其他專賣

零售業」項下外，餘均併入472小類「食品、飲料及菸

草製品零售業」項下。 

(13)刪除原4632「成衣零售業」及4635「服飾配件零售業」

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732細類「服裝及其配件零售

業」；刪除原4634細類「行李箱及手提袋零售業」，併

入4739細類「其他服飾品零售業」。 

(14)刪除原4643「寢具零售業」及4644「室內裝設品零售

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743細類「家飾品零售業」；

刪除原4645細類「攝影器材零售業」，併入4749細類「其

他家用器具及用品零售業」。 

(15)刪除原4653細類「清潔用品零售業」，併入4749細類「其

他家庭器具及用品零售業」。 

(16)刪除原4664細類「樂器零售業」，併入4763細類「玩具、

娛樂用品零售業」。 

(17)刪除原467「鐘錶、眼鏡零售業」及468「首飾及貴金

屬零售業」兩小類，併入474小類「家庭器具及用品零

售業」。 

(18)新增4764細類「音樂帶及影片零售業」。 

(19)刪除原4711「漆料、塗料零售業」及4719「其他建材

零售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810細類「建材零售業」。 

(20)新增4832「通訊設備零售業」及4833「視聽設備零售

業」兩細類；刪除原4732「精密儀器零售業」及4739

「其他機械器具零售業」兩細類，併入4749細類「其

他家庭器具及用品零售業」。 

(21)刪除原4744細類「汽機車車胎零售業」，併入4843細類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零售業」。 

(22)刪除原4751「百貨公司業」及4754「零售式量販業」

 



 
 
 

 
 

兩細類，併入4719細類「其他綜合商品零售業」；刪除

原4752「超級市場業」及4753「連鎖式便利商店業」

兩細類，併入新增之4711細類「食品飲料為主之綜合

商品零售業」。 

(23)新增486小類「零售攤販業」，並分為4861「食品、飲

料及菸草製品之零售攤販業」、4862「紡織品、服裝及

鞋類之零售攤販業」及4869「其他商品之零售攤販業」

等3細類。 

8.H大類「運輸及倉儲業」： 

(1)刪除原551「民用航空運輸業」及552「普通航空業」

兩小類，併入新增之510小類「航空運輸業」。 

(2)刪除原56中類「儲配運輸物流業」，併入49「陸上運輸

業」、50「水上運輸業」、51「航空運輸業」及53「倉

儲業」等4中類。 

(3)刪除原571小類「旅行業」，移列新增之N大類「支援服

務業」項下。 

(4)新增5241細類「停車場業」，由原O大類「其他服務業」

項下之964小類「停車場業」移入。 

(5)刪除原60中類「電信業」，移列新增之J大類「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項下。 

9.I大類「住宿及餐飲業」： 

(1)刪除原501小類「旅館業」，併入新增之551小類「短期

住宿服務業」；原5011「觀光旅館業」及5012「一般旅

館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5510細類「短期住宿服務業」。 

(2)刪除原5191細類「飲酒店、啤酒屋」，併入562小類「飲

料店業」項下新增之5622細類「酒精飲料店業」。 

(3)新增563小類「餐飲攤販業」，並分為5631「餐食攤販

業」及5632「調理飲料攤販業」兩細類。 

10.J大類「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新增58中類「出版業」，由原N大類「文化、運動及休

閒服務業」項下之84中類「出版業」移入，並提升原

8492細類「軟體出版業」為582小類「軟體出版業」。 

(2)新增59中類「影片服務、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主

 



 
 
 

 
 

要由原N大類「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項下之8491

細類「有聲出版業」、85中類「電影業」及863小類「廣

播電視節目供應業」整併而成，並分為591「影片服務

業」與592「聲音錄製及音樂出版業」兩小類。 

(3)新增60中類「傳播及節目播送業」，由原N大類「文化、

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項下之86中類「廣播電視業」移

入，並分為601「廣播業」及602「電視傳播及付費節

目播送業」兩小類。 

(4)新增61中類「電信業」，主要由原H大類「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項下之60中類「電信業」及原K大類「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之網際網路接取服務提供整

併而成。 

(5)新增62中類「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由原K大類「專

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之72中類「電腦系統設

計服務業」移入。 

(6)新增63中類「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由原K大

類「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之73中類「資料

處理及資訊供應服務業」移入，並分為631「入口網站

經營、資料處理、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及639「其

他資訊供應服務業」兩小類。 

11.K大類「金融及保險業」： 

(1)刪除原621「銀行業」、622「信用合作社業」、623「農

會、漁會信用部」、624「信託投資業」及625「郵政儲

金匯兌業」等5小類，併入新增之641小類「存款機構」。 

(2)刪除原6212「本國銀行業」及6213「外國銀行業」兩

細類，併入新增之6412細類「銀行業」。 

(3)刪除原6240細類「信託投資業」，併入新增之6419「其

他存款機構」及6632「信託服務業」兩細類。 

(4)新增642「金融控股業」及643「信託、基金及其他金

融工具」兩小類。 

(5)刪除原629小類「其他金融及輔助業」，併入新增之649

小類「其他金融中介業」；原6294細類「金融投資業」

併入新增之6420「金融控股業」及6499「未分類其他

 



 
 
 

 
 

金融中介業」兩細類。 

(6)刪除原6312細類「證券投資顧問業」，併入新增之6631

細類「投資顧問業」；刪除原6313「證券投資信託業」，

併入新增之6640細類「基金管理業」；刪除原6314細類

「證券金融業」，移列新增之649小類「其他金融中介

業」項下。 

(7)刪除原643小類「社會保險業」，有關強制性社會安全

部分併入O大類「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新增654小類「退休基金」及6559細類「其他保險及退

休基金輔助業」。 

(9)新增663小類「金融輔助業」，並分為6631「投資顧問

業」、6632「信託服務業」及6639「其他金融輔助業」

等3細類。 

(10)新增664小類「基金管理業」。 

12.L大類「不動產業」： 

新增67中類「不動產開發業」。 

13.M大類「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新增70中類「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業」，並分為

701「企業總管理機構」及702「管理顧問業」兩小類。 

(2)刪除原7000細類「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併入新增

之7111「建築服務業」及7112「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

顧問業」兩細類。 

(3)新增712小類「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並分為7121

「環境檢測服務業」及7129「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

務業」兩細類。 

(4)刪除原72「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與73「資料處理及

資訊供應服務業」兩中類，移列新增之J大類「資訊及

通訊傳播業」項下。 

(5)刪除原74中類「顧問服務業」；原7401細類「投資顧問

業」移列K大類「金融及保險業」新增之663小類「金

融輔助業」項下；原7402細類「管理顧問業」移列新

增之70中類「企業總管理機構及管理顧問業」項下；

原7403「環境顧問業」及7409「其他顧問業」兩細類

 



 
 
 

 
 

併入7609細類「未分類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新增73中類「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主要由原76中類

「廣告業」及7701細類「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業」整

併而成，並分為731「廣告業」及732「市場研究及民

意調查業」兩小類。 

(7)刪除原7102細類「積體電路設計業」，併入7112細類「工

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 

(8)新增7603細類「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由原N大類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項下之875小類「藝人及

模特兒等經紀業」移入。 

(9)提升原7704細類「獸醫服務業」為75中類「獸醫服務

業」。 

(10)刪除原7705細類「環境檢測服務業」，移列新增之712

小類「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項下。  

14.N大類「支援服務業」： 

(1)新增77中類「租賃業」，主要由原J大類「不動產及租

賃業」項下之67中類「租賃業」及原I大類「金融及保

險業」項下6299細類「未分類其他金融及輔助業」之

非金融性無形資產租賃整併而成。 

(2)刪除原6713「事務用機械設備租賃業」及6714「電腦

及週邊設備租賃業」兩細類，併入新增之7713細類「

辦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3)新增774小類「非金融性無形資產租賃業」。 

(4)新增78中類「就業服務業」，主要由原O大類「其他服

務業」項下之9201細類「人力供應業」提升而成，並

分為7801「職業介紹服務業」、7802「人力派遣業」及

7809「其他就業服務業」等3細類。 

(5)新增79中類「旅行業」，主要由原H大類「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項下之571小類「旅遊業」及原O大類「其

他服務業」項下之9209細類「其他支援服務業」之代

訂服務整併而成。 

(6)新增80中類「保全及私家偵探服務業」，主要由原O大

類「其他服務業」項下之9202細類「保全服務業」及

 



 
 
 

 
 

9209細類「其他支援服務業」之私家偵探整併而成，

並分為8001「保全服務業」、8002「系統保全服務業」

及8003「私家偵探服務業」等3細類。 

(7)新增81中類「建築物及綠化服務業」，主要由原A大類

「農、林、漁、牧業」項下之0133細類「園藝服務業」

及原O大類「其他服務業」項下之9204「建築物清潔服

務業」與9205「病媒防治業」兩細類整併而成，並分

為811「複合支援服務業」、812「清潔服務業」及813

「綠化服務業」等3小類。 

(8)新增82中類「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業」，並分為8201

「代收帳款及信用調查服務業」、8202「會議及展覽服

務業」、8203「影印業」及8209「其他業務及辦公室支

援服務業」等4細類。 

15.O大類「公共行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新增833小類「強制性社會安全」，主要由原I大類「金

融及保險業」項下之6430細類「社會保險業」之公保、

勞保、農保、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整

併而成。 

(2)原9820細類「國防事業」之學校（授予學位證書）及

以軍需為主之生產、研究及傳播機構、軍醫院等改依

經濟活動性質歸屬適當類別。 

(3)刪除原9901「國際組織」、9902「外國使領館」及9909

「其他外國機構」等3細類，併入新增之8400細類「國

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16.P大類「教育服務業」： 

(1)刪除原799小類「其他教育服務業」，併入新增之857「其

他教育服務業」及858「教育輔助服務業」兩小類。 

(2)新增857小類「其他教育服務業」，並分為8571「外語

教育服務業」、8572「藝術教育服務業」、8573「運動

及休閒教育服務業」、8574「商業、資訊及專業管理教

育服務業」及8579「未分類其他教育服務業」等5細類。 

17.Q大類「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新增87中類「居住照顧服務業」，主要由原8199細類「未

 



 
 
 

 
 

分類其他醫療保健服務業」之護理照顧及82中類「社會福

利服務業」之居住照顧整併而成，並分為8701「護理照顧

服務業」、8702「心智障礙及藥物濫用者居住照顧服務

業」、8703「老人居住照顧服務業」及8709「其他居住照

顧服務業」等4細類。 

18.R大類「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1)刪除原84「出版業」、85「電影業」及86「廣播電視業」

等3中類，移併新增之Ｊ大類「資訊及通訊傳播業」項

下。 

(2)刪除原875小類「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業」，移列M大類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76中類「其他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並降為7603細類「藝人及

模特兒等經紀業」。 

(3)新增91中類「圖書館、檔案保存、博物館及類似機構」，

主要由原88「圖書館及檔案保存業」及89「博物館、

歷史遺址及類似機構」兩中類整併而成，並分為9101

「圖書館及檔案保存業」、9102「植物園、動物園及自

然生態保護機構」及9103「博物館、歷史遺址及其他

類似機構」等3細類。 

(4)新增92中類「博弈業」。 

(5)新增93中類「運動、娛樂及休閒服務業」，主要由原874

小類「運動服務業」及90中類「休閒服務業」整併而

成，並分為931「運動服務業」及932「娛樂及休閒服

務業」兩小類。 

19.S大類「其他服務業」： 

(1)刪除原92中類「支援服務業」，移併新增之Ｎ大類「支

援服務業」項下。 

(2)刪除原93中類「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服務業」，移併新

增之E大類「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項下。 

(3)新增952小類「電腦、通訊傳播設備及電子產品修理

業」，並分為9521「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修理業」、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理業」及9523「視聽電子產品及家

用電器修理業」等3細類。 

 



 
 
 

 
 

(4)刪除原9591細類「電器及電子產品修理業」，併入新增

952小類「電腦、通訊傳播設備及電子產品修理業」。 

(5)刪除原964小類「停車場業」，移列H大類「運輸及倉儲

業」項下。 

(6)刪除原9691細類「相片沖洗業」，併入M大類「專業、

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項下之7601細類「攝影業」。 

(7)刪除原9692細類「浴室業」，併入9690細類「其他個人

服務業」。 

(8)刪除原9693細類「裁縫業」，併入C大類「製造業」項

下之1211細類「梭織外衣製造業」及O大類「其他服務

業」項下之9599細類「未分類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

修業」。 

20.餘為類別名稱、定義內容之修訂及涵蓋範圍之調整。 
 

八、行業標準分類適用範圍 
 
行業分類為國家統計標準，舉凡就業、人力、物價、工

資、勞動、生產、所得、教育、衛生、居住、交通、育樂、

環境、救助等方面之各種調查及統計，其須作行業分類者均

適用之。 
 

九、如何取得行業標準分類相關資訊 
 

(一)利用網路查詢者 

網址：http://www.dgbas.gov.tw 
 

(二)政府機關索書者，請洽行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地址︰100 臺北市廣州街2號5Ｆ 

電話︰(02)2380-3542 

傳真：(02)2380-3547 

E-MAIL：sicbs@dgba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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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機構及個人，請洽託售單位 

1.中國統計學社 

地址：100 臺北市廣州街2號3F 

電話：(02)2380-3656  

傳真：(02)2380-3659  

劃撥帳號：0004130-8  

網址：http://www.stat.org.tw

2.國家書坊台視總店 

地址：105 臺北市八德路三段10號B1 

電話：(02)25781515轉284、643 

傳真：(02)25787542 

劃撥帳號：1956675-5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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