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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服務業 凡政府機關、軍警機關、民意機構、教育科學研

究機構、醫療保健機構、宗教團體、工商服務業

、社會福利機構、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學術團

體、娛樂團體及以個人為對象之各種服務業均屬

之。

8-0 政府機關服務業 凡各級政府機關及各級民意機構均屬之。但不包
括行政以外之運輸、教育、衛生、社會福利、生
產及金融等事業機構。

8-01中央政府機關 凡中央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構均屬之。

8-02省（市）政府機關 凡省（市）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關均屬之。

8-03縣（市）政府機關 凡縣（市）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構均屬之。

8-04鄉、鎮、區、市公所 凡鄉、鎮、市、區公所及所屬之自治機構均屬之

。

8-05各級民意代表機構 凡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區（市）各級

民意代表機構均屬之。

8-06軍事機關學校部隊 凡陸海空聯勤各軍事機關，學校、部隊及各種訓

練機構均屬之。但不包括軍需生產機構軍醫院、

軍中廣播電台及軍中電視台。

8-07警察機關學校 凡各級警察機關學校訓練機構及保警部隊均屬之。

但不包括警察廣播電台。

8-1 國際機構及外國駐華機構凡在國內之國際機構及各國駐華使領館等均屬之。

8-11國際機構 凡在國內之各種國際組織如政治、經濟、文化及

救濟機構等均屬之。

8-12外國駐華使領館 凡外國駐華大使館、公使館及領事館等機關均屬

之。

8-13其他外國駐華機構 凡不屬（8-12）之其他外國駐華機構均屬之。

8-2 教育服務業 凡公私立各級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等均屬之。但

不包括軍事學校（8-06）、警察學校（8-07）、個

人服務業之家庭教師（8-91）。

8-21 大學、研究院所及獨立學

院

凡公私立大學、研究院所及獨立學院均屬之。但

不包括不授予學位之研究院（所）(8-77)及（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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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專科學校 凡公私立各種專科學校均屬之。

8-23 中學 凡公私立初級、高級中學均屬之。

8-24職業學校 凡公私立各級職業學校均屬之。中等師範學校亦

屬本類範圍。

8-25 小學 凡公私立小學均屬之。

8-26 幼稚園 凡公私立幼稚園均屬之。

8-27特種教育機構 凡公私立各級盲啞學校及少年感化院校等均屬之。

8-28社會教育機構 凡圖書館、科學館、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及

水族館等均屬之。

8-29其他教育服務業 凡不屬(8-21)至(8-28)之其他各級學校及教育機
構如經政府主管機關立案之函授學校、補習班及
傳習所等均屬之。

8-3 醫療保健服務業 凡公私立醫院、衛生院、療養院、診所、保健所

及醫療檢驗機構等均屬之。助產士、護士、及鑲

牙業亦屬本類範圍。

8-31 醫院 凡設有病床之公私立醫院均屬之。醫學院、工廠、

礦場及紅十字會等機構附設之醫院亦屬本類範圍。

8-32 診所 凡未設病床之診所均屬之。機關、學校及工廠等

機構附設之醫務室（所）亦屬本類範圈。

8-33衛生院及保健所 凡衛生院（所）及保健所均屬之。

8-34醫療檢驗機構 凡從事醫療檢驗如血液檢查、Ｘ光照相及心電圖

測驗等行業均屬之。

8-35助產及看護業 凡個人或聯合開設之助產及看護業均屬之。

8-36 鑲牙業 凡未取得齒科醫師之資格而專門從事鑲牙、補牙

之行業均屬之。

8-39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業 凡不屬（8-31）至（8-36）之其他醫療保健服務

業如鍼灸、按摩、接骨、催眠及紫外線治療等行

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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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工商服務業 凡對工商事業提供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8-41新聞事業 凡從事採訪、編輯、發行、新聞紙及雜誌等行業

及供給新聞之通訊社均屬之。

8-42 廣告業 凡承製宣傳用之圖表、幻燈片、模型等行業均屬

之。分送樣品及專門從事招攬廣告之行業亦屬本類

範圍。

8-43 徵信業 凡接受委託調查工商行情、債權、債務、信用之

行業均屬之。

8-44 速記、打字、油印及晒圖

業

凡代客速記、打字、繕印文稿及晒製圖表等行業

均屬之。

8-45職業介紹業 凡私營職業介紹所、傭工介紹所等均屬之。但政府

機關設立之職業介紹機構應歸入各該政府機關內。

8-49其他工商服務業 凡不屬（8-41）至（8-45）之其他工商服務業均

屬之。

8-5 修理服務業 凡專門從事各種車輛、機械、電器、鐘錶、樂器

及傢俱等修理業均屬之。

8-51機動車輛修理業 凡從事各型汽車、摩托車及三輪機動車等之修理

及零件裝配業均屬之。

8-52無動力車輛修理業 凡從事腳踏車、獸力車、三輪貨車及板車等之修
理及零件裝配業均屬之。

8-53機械及電器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機械及電器修理業均屬之。

8-54鐘錶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鐘錶之修理業均屬之。

8-55傢俱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傢俱之修理業均屬之。

8-56樂器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樂器之調音、修理業均屬之。

8-57金屬器具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金屬器具、農具等修理業均屬之。

8-59其他器物修理業 凡不屬（8-51）至（8-57）之其他器物修理業均

屬之。

8-6 法律、會計、統計、工程

及其他專業性服務業

凡從事法律、會計、審計、統計、工程技術及其

他專業性之服務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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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律師服務業 凡對個人或機關團體提供法律服務之事務所均屬之

。

8-62會計、審計、簿記服務業 凡對個人或工商事業提供會計、審計、簿記等服

務業均屬之。

8-63統計服務業 凡接受個人或機關團體委託，從事統計之設計，

資料之搜集、整理、分析及圖表之繪製等服務業

均屬之。

8-64工程及技術服務業 凡接受個人或機關團體委託，擔任工程設計指導

之工程師、建築師、測量師等事務所均屬之。

8-65代書服務業 凡經註冊領照之土地代書事務所、司法代書事務

所及行政代書事務所等均屬之。

8-69其他專業性服務業 凡不屬（8-61）至（8-65）之其他專業性服務業
如專門從事著述、文藝評論、翻譯、美術、彫刻
、作曲、音樂、插花指導及漫畫等行業均屬之。

8-7 非營利團體服務業 凡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私機構社團均屬之。

8-71社會福利團體 凡紅十字會、紅卍字會及非營利之托兒所、孤兒

院、育幼院、盲人院、養老院、救濟院等事業均

屬之。婦女會、司法保護會及養女會等亦屬本類

範圍。

8-72工商團體 凡各級商會、商聯會及同業公會等均屬之。

8-73勞動職工團體 凡薪資階級按照職工種類組織之職工團體均屬之。

8-74學術文化團體 凡以研究學術為目的之各種協進會、研究會及學
會等均屬之。

8-75政治團體 凡各種政黨組織均屬之。

8-76宗教團體 凡從事宗教崇拜、宣傳、教義研究之教堂、寺廟
、院觀等各種宗教團體均屬之。

8-77自然科學研究機構 凡從事屬於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天文、地理
、氣象、工程、農業及醫學等之研究試驗機構均
屬之。但不包括屬於教育範圍授予學位之研究院(
所)。

8-78人文科學研究機構 凡從事屬於社會科學範圍之研究機構均屬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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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屬於教育範圍授予學位之研究院（所）。

8-79其他非營利團體服務業 凡不屬（8-71）至（8-78）之其他非營利團體服

務業如同鄉會、同學會及聯誼會等團體均屬之。

8-8 娛樂服務業 凡影片之攝製、發行及放映機構、戲劇團、樂隊

、歌劇團、話劇團、馬戲團、戲院劇場及廣播電

台、電視台等娛樂服務業均屬之。

8-81電影攝製、發行及放映業 凡從事影片之攝製、導演、發行、代理及放映等

行業均屬之。

8-82 戲劇業 凡戲劇團、歌劇團、話劇團等組織及戲院劇場均

屬之。但專門放映影片之戲院應歸入（8-81）。

8-83 廣播業 凡廣播電台均屬之。

8-84 電視業 凡電視台均屬之。

8-85音樂演奏業 凡以獲得報酬為目的之歌詠團體及樂隊均屬之。

8-86運動場地經營業 凡出租場地供作運動之行業均屬之。溜冰場、游

泳池及賽馬場亦屬本類範圍。

8-87遊樂園業 凡供人遊樂之場所如遊藝場及兒童樂園等均屬之。

8-88雜技演奏業 凡馬戲團、技藝團、大鼓、說書、木偶戲及街頭

賣技等行業均屬之。

8-89其他娛樂業 凡不屬（8-81）至（8-88）之其他娛樂服務業如

撞球場、保齡球場及棋座等均屬之。夜總會、舞

廳、及酒吧亦屬本類範圍。

8-9 個人服務業 凡以個人為對象之服務業如家庭傭工、管家、保

姆、家庭教師、旅館客棧、洗染店、理髮店、美

容院、按摩院、浴室、照相館及殯儀館等均屬之

。但餐館及茶室應歸入（6－4）。

8-91家事服務業 凡家庭傭工、管家、保姆、家庭教師、私人秘書
及私人司機等服務業均屬之。

8-92 旅館業 凡供公眾歇宿之旅館、客棧及其他以營利為目的
之寄宿場所均屬之。

8-93 洗染業 凡從事衣物洗染、燙熨及織補之行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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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 攝影業 凡從事照相及沖洗相片之行業均屬之。

8-95理髮及美容業 凡獨立經營之理髮店及美容院均屬之。各機關福

利社附設之理髮部門亦屬本類範圍。但以醫藥技

術改造面型等之美容院如隆鼻、隆乳及矯治眼皮

等業應歸入（8-31）。

8-96 浴室業 凡獨立營業之浴室均屬之。旅館附設之浴室應歸

入（8-92）。

8-97 裁縫業 凡代客個別裁剪縫製或修改衣著之行業均屬之。

8-98殮葬服務業 凡殯儀館、火葬場及公墓均屬之。

8-99其他個人服務業 凡不屬（8-91）至（8-98）之其他個人服務業如

代客編織毛衣、皮鞋修補、擦油、行李車輛寄放

保管、物品出租及算命卜卦等行業均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