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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社會團體及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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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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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對象之各種服務業均屬之。

91 公共行政及國防服務業 凡各級政府機關、各級民意機關及陸、海、空、聯
勤各軍事機關、學校、部隊及各種服務訓練機構均
屬之。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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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1 ㆗央政府機關 凡㆗央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構均屬之。

9112 省（市）政府機關 凡省、市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構均屬之。

9113 縣（市）政府機關 凡縣（市）政府及其各級行政機構均屬之。

9114 鄉、鎮、市、區公所 凡鄉、鎮、市、區公所及所屬之自治機構均屬之。

9115 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凡㆗央、省（市）、縣（市）、鄉鎮區（市）各級
民意代表機構均屬之。

9116 警察機關學校 凡各級警察機關學校訓練機構及保警部隊消防隊均
屬之。但不包括警察廣播電臺。

912 9120 國防事業 凡陸海空聯動各軍事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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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播電臺（9322）及軍㆗電視臺（9323）。

92 920 9200 環境衛生服務業 凡垃圾、污水、水肥等清理及家屋害蟲防治與清潔
打臘業均屬之。

93 社會服務業 凡教育訓練、大眾傳播、研究及科學服務、醫療保
健服務、社會福利服務及㆟民團體等服務業均屬
之。

931 教育訓練服務業 凡公私立各級學校、特種社會教育機構、圖書館、
博物館等服務業均屬之。

9311 大學、研究所及獨立學院 凡公私立大學、研究院所及獨立學院均屬之。但不
授予學位之研究院（所）應歸入（9331）。

9312 專科學校 凡公私立各種專科學校均屬之。

9313 ㆗學 凡公私立初級、高級㆗學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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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4 職業學校 凡公私立各級職業學校均屬之。㆗等師範學校亦屬
本類。

9315 小學 凡公私立小學均屬之。

9316 幼稚園 凡公私立幼稚園均屬之。

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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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318 社會教育機構 凡科學館、圖書館、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及水
族館等均屬之。

9319 其他教育訓練服務業 凡不屬（9311）至（9318）之其他各級學校及教育
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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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 大眾傳播事業 凡從事所聞、廣播、電視等行業均屬之。

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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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22 廣播事業 凡廣播電臺均屬之。

9323 電視業 凡電視臺均屬之。

933 研究及科學服務業 凡從事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之研究試驗機構均屬
之。

9331 自然科學研究機構 凡從事屬於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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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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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
包括屬於教育範圍授予學位之研究院（所）。

9339 其他研究及科學服務業 凡不屬（9331）至（9332）之其他研究及科學服務
業均屬之。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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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土、鑲牙業及
獸醫亦屬本類。

9341 醫院 凡設有病床之公私立醫院均屬之。醫學院、工廠、
礦場等機構附設之醫院亦屬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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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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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3 衛生院(所)及保健所 凡衛生院（所）及保健所均屬之。

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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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5 護理業 凡個㆟或聯合開設之助產及看護業均屬之。

9346 鑲牙業 凡未取得牙科醫師之資格而專門從事鑲牙，補牙之
行業均屬之。

9347 獸醫業 凡從事家畜、家禽疾病防治之家畜醫院防治所及診
所均屬之。

9349 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業 凡不屬（9341）至（9347）之其他醫療保健服務業
如鍼炙、按摩、接骨、理療、催眠及紫外線治療等
行業均屬之。

935 社會福利服務業 凡紅十字會、紅卍字會及非營利之托兒所、孤兒院
、育幼院、盲㆟院、養老院、救濟院等事業均屬之
。婦女會、司法保護會、養女會及青年會等亦屬本類。

9351 紅十字會、紅卍字會 凡醫療之十字會及慈善之卍字會均屬之。

9352 托兒所 凡專供托兒非營利為目的之托兒所如農忙托兒所
等均屬之。但以營利為目的之托兒所應歸入（9319）。

9353 養老院 凡專供養老㆘以營利為目的之養老機構均屬之。

9354 孤兒院 凡專供養育孤苦無依兒童不以營利為目的之孤兒
保育機構均屬之。

9355 育幼院 凡專供養育幼兒不以營利為目的之育幼機構均屬
之。但以營利為目的之育幼院應歸入（9319）。

9356 盲㆟院 凡專供收養盲㆟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盲㆟機構均屬之
。

9357 救濟院 凡以救濟為目的之救濟機構如貧民救濟院均屬之
。

9358 養女會 凡以保護養女為目的之機構均屬之。

9359 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業 凡不屬（9351）至（9358）之其他社會福利服務業
如婦女會、司法保護會、青年會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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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民團體 凡農、漁、工、商及各業從業㆟員，基於同㆒行業
或職業之結合，採自由組合之精神，由㆖而㆘之組
織型態以及薪資階級按照職工種類組織之職工團體
等均屬之。

9361 農業團體 凡各級農會及其同業公會等均屬之（包括林業及畜
牧）。

9362 漁業團體 凡各級漁會及其同業公會等均屬之。

9363 工業團體 凡各級工會及其同業公會等均屬之。

9364 商業團體 凡各級商會、商聯會及同業公會等均屬之。

9365 自由職業團體 凡各級自由職業團體如醫師、㆗醫師、會計師、律
師、建築師、藥劑師、獸醫師、助產士、經紀㆟、
歌劇演技者等之自由職業公會等均屬之。

9366 勞工職業團體 凡薪資階級按照職工種類組織之職工團體均屬之
。

9369 其他㆟民團體 凡不屬（9361）至（9366）之其他農、漁、工、商
各業及勞工組織均屬之。

939 其他社會服務業 凡不屬（931）至（936）之其他社會服務業均屬之。

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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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2 政治團體 凡各種政黨組織均屬之。

9393 宗教團體 凡從事宗教崇拜、宣傳、教義研究之教堂、寺廟、
院、觀、庵等各種宗教團體均屬之。

9394 體育衛生團體 凡從事國民體育運動及衛生之團體均屬之。

9395 國民外交團體 凡從事國民外交聯宜與宣傳之團體均屬之。

9399 其他社會服務團體 凡不屬（9391）至（9395）之其他社會服務團體均
屬之。

94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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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團、
公園、撞球、保齡球、夜總會、舞廳．酒吧等娛樂
服務業均屬之。

9401 電影攝製、發行業 凡從事影片之攝製、導演、發行及代理等行業均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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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2 電影放映業 凡從電影放映之行業均屬之。

9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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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02）。

9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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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5 運動場經營業 凡出租場㆞供作運動之行業均屬之。溜冰場、游泳
池及賽馬場亦屬本類。

9406 遊樂園業 凡供㆟遊樂之場所如公園、遊藝場及兒童樂園等均
屬之。

9407 雜技演奏業 凡馬戲團、技藝團、魔術表演、大鼓、說書、木偶
戲及街頭賣技等行業均屬之。

9409 其他娛樂服務業 凡不屬（9401）至（94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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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舞
廳、有女侍之咖啡廳、茶室及酒吧亦屬本類。

95 個㆟及家庭服務業 凡以個㆟或家庭為對象之服務業如家庭傭工、管家
、保姆、家庭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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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951 修理服務業 凡專門從事代客修理各種機械、電器、鐘錶、家具
、樂器、鞋、皮革品、金屬器具等修理業均屬之。
包括汽車、機器腳踏車修理業等在內。

9511 鞋、傘及皮革品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鞋、傘、皮革品等修理業均屬之。

9512 電氣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電氣器具修理業均屬之。

9513 汽車及機車修理業 凡從事汽車、機器腳踏車之修理業均屬之。

9514 鐘錶及珠寶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鐘錶及珠寶之修理業均屬之。

9515 家具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家具之修理業均屬之。

9516 樂器修理業 凡從事各種樂器之調音、修理業均屬之。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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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9 其他器物修理業 凡不屬（9511）至（9517）之其他器物修理業均屬
之。

952 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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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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9530 家事服務業 凡家庭傭工、管家、保姆、家庭教師、私㆟秘書及
私㆟司機等服務業均屬之。

959 其他個㆟及家庭服務業 凡不屬（951）至（953）之其他個㆟及家庭服務業
均屬之。

9591 理髮及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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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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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1）。

9592 攝影業 凡從事照相及沖洗相片之行業均屬之。

9593 浴室業 凡獨立營業之浴室均屬之。旅館附設之浴室應歸入
（63）。

9594 裁縫業 凡代客個別裁剪縫製或修改衣著之行業均屬之。

9595 殮葬服務業 凡從事殯儀館、火葬場及公墓之服務業均屬之。

9599 其他個㆟服務業 凡不屬（9591）至（9595）之其他個㆟服務業如代
客編織毛衣、 學號、清潔打臘、擦油、行李車輛
寄放保管、小說出租及算命卜卦等行業均屬之。

96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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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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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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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3 其他外國駐華機構 凡不屬（9601）至（9602）之其他外國駐華機構均
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