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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製造業 凡以機械或化學方法，改變無機或有機物質使其
變形或變性成為新產品，不論其所用動力為機器
或人力，作業地點在工廠或家庭，其產品供批發
或零售均屬製造業。將各項零件裝配成為機械或
成品之行業亦視為製造業。但屬於建築業之機械
裝置作業除外。製造業之輔助活動（如附設之自
用發電廠、實驗室、機械器具修理廠、裝修隊、
車庫、倉庫等，應與使用該等廠庫之製造業歸入
同一類別。大企業之總管理處及區管理處應接其所
屬製造業最主要活動歸類。製造業附設之售貨部仍
歸入該製造業所屬之類別。但如該售貨部門，已
獨立成一事業單位者應歸入商業類。

31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凡從事食品、飲料之製造以及菸草之燻製、去脈、
切絲、碾壓加工等行業均屬之。

311-312 食品製造業 凡從事食品與有關產品之製造以及家禽、家畜飼
料之配製業均屬之。但不包括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313）及（314）。

3111 屠宰業及肉類食品加工製
造保藏業

凡從事家禽、家畜及獵獲野生物之屠宰，肉類食
品之加工製造及保藏業，如火腿、臘肉、臘腸、
臘雞、臘鴨、肉鬆、肉乾、肉脯、豬肉等肉類食
品之醃製、燻製、加工製罐等行業均屬之。但不
包括水產食品之製造及保藏業（3114）。

3112 乳類食品製造業 凡乳類食品如乳酪、奶油（白脫油）、乾酪、煉
乳、奶粉及其他可食乳類製品如冰淇淋製造業均
屬之。乳汁消毒裝瓶、裝罐等業亦屬本類。但榨
乳業應歸入（1120）。

3113 水果及蔬菜罐頭製造及保
藏業

凡水果、蔬菜之製罐、加工及保藏等業均屬之。

3114 水產罐頭製造及保藏業 凡水產及魚貝類之製罐及加工保藏業均屬之。

3115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凡植物油脂、動物油脂，如蔬菜及堅果油、魚類
油、動物油、沙拉油、人造油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

3116 碾米及磨粉業 凡從事稻、麥、豆等之去殼、去皮、搗碎、碾磨
製成食米、米粉、麵粉、玉蜀黍粉、樹薯粉、咖
啡粉等業均屬之。麥片、薯籤等之壓製、烘焙、
晒乾，各種粉類之調製及碾磨等業亦屬本類。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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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畜飼料配製業應歸入（3122）。

3117 麵包、糕餅製造業 凡以製造麵包、餅乾、小甜餅、油炸餅、餡餅、
中式糕餅、饅頭等業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3118 製糖業 凡以甘蔗、甜菜等製造砂糖、棉糖、赤糖、糖蜜、
糖漿及其他再製糖之行業均屬之。但不包括糖果
製造業（3119）。

3119 糖果製造業 凡以製造各色糖果、蜜餞及其類似食品為主之行
業均屬之。橘子粉、可可粉、巧克力粉之調製等
業亦屬本類。

3120 製茶業 凡從事各種茶業如綠茶、紅茶、花香茶、茶磚等
之製造業，如揀選、分級、發酵、乾燥、烘焙、
加料壓製等作業均屬之。煎飲用藥茶之製造亦屬
本類。

3121 調味品製造業 凡從事醬油、味精、醋、咖里粉、芥茉等調味品
之製造業均屬之。豆醬、麥醬、果子醬、辣椒醬、
豆腐乳、蝦油等製造業亦屬本類。

3122 飼料製造業 凡從事製造禽畜飼料配製碾磨業均展之，狗貓等
飼料之配製、碾磨業亦屬本類。

3129 其他食品製造業 凡不屬（3111）至（3122）之其他食品，如生熟
烘乾之洋式麵條、通心粉、麵條、乾粉、冬粉、
豆腐、醬菜、紅 、酵母、麵筋、皮蛋、卵粉、
精鹽、冰棒等之製造業均屬之。人造冰製造業亦
屬本類。但乾冰製造業(固體二氧化碳)應歸入（
3529）。

313 飲料製造業 凡從事飲料之製造業均屬之。但將飲料裝瓶而不
從事其他製造活動之行業應歸入（61）。

3131 酒類釀造配製業 凡含有高度及中度酒精飲料之釀造、蒸餾、調配
等業均屬之。但酵母製造業應歸入（3129）。工業
用酒精製造業應歸入（3511），啤酒製造業應
歸入（3132）。

3132 啤酒製造業 凡從事低度酒精醱酵飲料如啤酒、麥酒等之製造
業均屬之。

3133 不含酒類飲料製造業 凡從事不含酒精飲料如汽水、果汁等製造業均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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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菸草製造業 凡從事菸草之燻製、去脈、切絲、碾壓、加工捲
製等業均屬之。

3141 菸草處理業 凡從事於菸葉之揀選、分級、燻製等業均屬之。

3142 菸絲、捲菸、雪茄製造業 凡從事菸絲、菸末、捲菸、雪茄之製造，如菸葉
之切碎、碾壓、加料、捲製、包裝等業均屬之。

32 紡織服飾品及皮革製造業 凡從事紡織纖維之去脂、梳刷、紡織、漂染、整
理、去著、鞋、帽及其他服飾品之縫製以及各種
皮革、毛皮之鞣製及其製品製造等行業均屬之。

321-322 紡織業 凡從事紡織纖維之去脂、梳刷、紡織、漂染、整
理等行業均屬之。

3211 棉紡織業 凡從事棉紡織纖維之去脂、梳刷、紡織等行業均
屬之。

3212 毛紡織業 凡從事毛紡織纖維之去脂、梳刷、紡織等行業均
屬之。

3213 絲紡織業 凡從事蠶絲之梳刷、紡織．漂染、整理等行業均
屬之。

3214 人造及合成纖維紡織業 凡從事人造及合成纖維之梳刷、紡織等行業均屬
之。

3215 針織業 凡用針織機器織造衣著品加毛巾、襪子、背心、
汗衫、棉毛衫褲、毛線衣褲等織造業及其附屬之
縫製業均屬之。但衣著品手工編織業應歸入（3216
）。

3216 編結及刺繡業 凡用手工編織單線衣物及用手工或機器繡製服飾品
之行業均屬之。但代客編結或繡製衣物賺取工資
之行業應歸入（9599）。

3217 地氈製造業 凡用毛、羽毛、麻、人造纖維等編織地氈、墊子
等之行業均屬之。

3218 繩、纜、網製造業 凡以棉、麻、絲、棕櫚等纖維或人造纖維、紙、
草、蔓等製造繩、纜、網之行業均屬之。但金屬
繩、纜、網之製造業應按其性質分別歸入（3819
）及（3834）。

3219 漂染整理業 凡從事紗線、疋頭、針織品、繩網等漂染．印花
、整理之行業均屬之。但代客為服飾品之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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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補業應歸入（9520），又紡織與整理漂染成一貫
作業者應分別歸入（3211）、（3212）、（3213
）及（3214）。

3229 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凡不屬（3211）至（3219）之其他紡織品如堅硬
地板布（橡膠品除外）、人造皮、油布及其他注油
、塗漆紡織品之製造業均屬之。草蓆、其他纖維
蓆及用各種纖維製作棉胎或填裝靠墊、椅套及市
疋與織物纖維整新等業亦屬本類。

323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凡衣著、鞋、帽及其他服飾品之縫、製、出售等
業均屬之。但針織品及用單線編結之衣著業應分
別歸入（3215）及（3216），皮革製造之服裝附屬
品應歸入（324），橡膠雨衣製造業應歸入（3559
），代客個別縫製衣服之行業應歸入（9599）。出
售匹頭之公司或商店附設之縫紉部門應接其所屬公
司或商店之性質歸類。

3231 成衣及服裝附屬品製造業 凡以織物、皮料等製造成衣及服裝附屬品如領帶
、背帶、吊襪帶、手套、手帕、乳罩、便鞋、戲
衣、雨傘等行業均屬之。裹腿、護脛及膠底布鞋
製造業亦屬本類。但以高溫及硫磺處理製造橡膠
鞋、靴等應歸入（3552）。

3232 製帽業 凡以各種原料從事製帽之行業，如布帽、呢帽、
皮帽、毛皮帽及草帽等製造業均屬之。但竹竺製
造業應歸入（3319）。

3239 其他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凡不屬（3231）及（3232）之非針織服飾品如幕
帳、船帆、草墊、布帘、床單、被褥、枕套、旗
幟、布袋、桌布、餐巾等縫製業均屬之。

324 皮革、毛皮、皮革毛皮製
品及皮革代用品製品製造
業

凡各種皮革、毛皮之鞣製、壓花、塗漆及其製品
如行李袋、手提袋、香菸袋、鑰匙袋及錢袋等之
製造，以及從事獸皮、蛇皮及其他皮革之鞣製、
壓花、塗漆及製造品之製造等行業均屬之。所有
應用皮革代用品製造同類用品之行業亦屬本類。
但未用前述原料之鞋及服飾品製造業應歸入（3231
）。

3241 鞣革及皮革整製業 凡皮革之鞣製、壓花、塗漆等行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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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毛皮漂染業 凡專門從事帶毛生皮之漂白、染色等行業均屬之
。

3243 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凡專門從事帶毛生皮之梳刷、鞣製，以毛皮縫製
各色衣服、鞋等成品以及用毛製成墊褥等製品之
行業均屬之。

3244 皮革製品及皮革代用品製
品製造業

凡從事皮革或皮革代用品、製造皮箱、皮包、皮
帽、皮手套、皮帶、書夾、錢袋、行李袋、手提
袋、香菸袋、鑰匙袋、馬鞍等製造業均屬之。但
皮鞋製造業應歸入（3245），皮料製造成衣應歸入（3231
）。

3245 製鞋業 凡從事以皮革、毛皮等原料製造皮鞋、毛皮鞋等
行業均屬之。但以布料、橡膠、塑膠、木材為原
料之製鞋業應歸入（3231）及（3552）。

33 木、竹、籐、柳及其製品
製造業（包括家具）

凡以木、竹、籐、柳、軟木等原料製成成品或半
製品之行業以及製造各種家具及裝設品如桌、椅
、凳、床、沙發、鏡 、衣櫥、衣架、屏風、貨
櫥、貨架等行業均屬之，但樂器製造業應分別歸入（3902
）。

331 木、竹、籐、柳製品製造
業（家具除外）

凡以木、竹、籐、柳、軟木等原料製成成品或半
製品之行業均屬之。但家具、樂器製造業應分別
歸入（332）及（3902）。

3311 製材業 凡將原材製成半製品之行業（包括林地鋸木廠）
均屬之。裝貨箱桶釘製業亦屬本類。但原木之去
枝、剖解、鋸斷等業應歸入（1221）。

3312 夾板製造業 凡以木材製成薄片並膠合數層薄片而成夾板及類似
製品製造業均屬之。木屑製板及填充坐墊椅套所
用鉋花之製造業亦屬本類。

3313 木材防腐業 凡以油料或其他化學品處理木材使能防腐之行業均
屬之。

3314 木、竹、籐、柳容器製造
業

凡以木、竹、籐、柳等為原料製造容器如箱、桶
、盆、筐、簍等行業均屬之。但用粗製木板釘製
裝貨箱之行業應歸入（3311）。

3319 其他木、竹、籐、柳及軟
木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314）之行業如木屐、鞋楦、洗衣板、
砧板、篩、竹簾、竹蓆、竹笠、木棒、木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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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門窗、棺柩等製造業均屬之。於此等製品上
刻字、刻花之附屬作業及以木、竹、籐、軟木等
原料為主之小型器物如軟木塞、手杖等製造業亦
屬本類。

332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金
屬家具除外）

凡以木、竹、籐、柳為主製造各種家具及裝設品
加桌、椅、凳、床、沙發、鏡檯、衣櫥、衣架、
屏風、貨櫥、貨架等行業均屬之。家具及裝設品
之油漆亦屬本類。

3321 木質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凡以木材為主製造各種家具及裝設品之行業均屬
之。

3322 竹、籐、柳家具及裝設品
製造業

凡以竹、籐、柳為主製造各種家具及裝設品之行
業均屬之。

3329 其他傢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凡不屬（3321）及（3322）之家具及裝設品製造
業均屬之。但金屬家具及裝設品應歸入（3812）。

34 紙及紙製品之製造及印刷
出版業

凡紙漿、紙張、紙板等及其製品製造業，與出版
書籍及印刷、裝釘、製版等行業均屬之。

341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凡紙漿、紙張、紙板等及其製品製造業均屬之。

3411 紙漿製造業 凡用竹、木、草、蔗渣、破布、廢紙及其他纖維
製造紙漿之行業均屬之。

3412 紙及紙板製造業 凡以紙漿製造紙張、紙板及瓦楞紙之行業均屬之
。蔗板製造業亦屬本類。

3413 加工紙製造業 凡從事特種用紙如臘紙、複寫紙、彩色紙、耐酸
紙、油紙、滅蠅紙等製造業均屬之。但感光紙製
造業應歸入（3852）。

3414 紙板製容器製造業 凡用硬紙板、瓦楞紙製造紙箱、紙筒、紙罐、紙
盒及級杯等容器之行業均屬之。

3415 紙袋製造業 凡專門製造包裝用紙袋如水泥紙袋、石灰紙袋、
商品包裝袋等行業均屬之。但塑膠袋製造業應歸
入（356），紙製文件封套製造業應歸入（3419）
。

3419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414）及（3415）之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均屬之，如紙紮品製造。但紙繩製造業應歸入（3218
），絹絲紙製造業應歸入(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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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印刷、出版及有關事業 凡出版書籍及印刷、裝釘、製版等行業均屬之。

3421 出版業 凡從事編輯、出版、發行書籍、地圖、樂譜等行
業均屬之。

3422 印刷業 凡承印書籍、地圖、樂譜、廣告及其他印刷物品
等行業均屬之。

3423 製版業 凡專門從事木版、鉛版、石版、銅版、照像版、
電鑄版等之製造業均屬之。但鑄字業應歸入（3819
）。

3424 裝訂業 凡專門從事圖書、賬冊、練習簿、拍紙簿等裝訂
業均屬之。但印刷業附屬之裝訂部門未獨立成一
單位者應附屬於該印刷業內。

35 化學品及原油、煤、橡膠
、塑膠製品製造業

凡以化合、分解、蒸餾等方法產製化學原料或製
品，原油精煉汽油、潤滑油、煤油等產品，煤製
品之製造，各種橡膠、塑膠製品之製造業均屬之
。

351 工業化學製品製造業 凡以化合、分解、蒸餾等方法產製化學原料或製
品之製造業均屬之。

3511 酸鹼基本化學工業 凡以化學方法製造工業用基本化學原料或其製品如
酸類、鹼類、鹽基、以及顏料、酒精、木餾油、
丙酮、電石等製造業均屬之。原子放射性、分裂
性、融合性化學品製造業亦屬本類。

3512 化學肥料及農藥製造業 凡以化學方法製造各種肥料及殺蟲劑、殺菌劑、
殺草劑之行業均屬之。化合肥料之混合亦屬之。

3513 合成樹脂、塑膠及人造纖
維製造業

凡以化學方法從事合成樹脂、塑膠及人造纖維之
製造業均屬之。

352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51）之其他化學製品如醫藥品、油漆、塗
料、顏料、油墨、肥皂、清潔劑、香水、化粧品
、火柴、火藥、臘燭、鞣劑、精製樟腦、乾冰、
防腐劑、除臭劑、地板臘、乳化劑、漆加劑、膠
料、精油、洗染料、感光劑及滅火彈等之製造業
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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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 油漆、塗料、顏料、油墨
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油漆、顏料、染料、假漆、天然漆、
瓷釉、油墨、耐火塗料、防水劑及凡立水等之製
造業均屬之。但製造油漆、顏料所用原料之行業
應歸入（3511）。

3522 醫藥品製造業 凡以化學方法或用化學原料製造藥品之行業均屬之
。生物製劑如細菌、病毒之疫苗、血清、血漿、
抗生素等之製造業亦屬本類。

3523 肥皂、清潔劑、香水、化
粧品製造業

凡從事肥皂、清潔劑、香水及化粧品如洗濯用皂
、香皂、藥皂、牙膏、牙粉、口紅、面霜、胭脂
、指甲油、香水、香粉、非肥皂、洗衣粉及去污
粉等製造業均屬之。

3529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521）至（3523）之其他化學製品如火
柴、火藥、酒精、電石、臘燭、鞣劑、除臭劑、
乳化劑、漆加劑、膠料、精油、洗染料、精製樟
腦、乾冰、防腐劑、感光劑及滅火彈等製造業均
屬之。

353 石油煉製業 凡從事精煉汽油、燃料油。潤滑油、煤油、石油
、煤製品製造及其他分餾產品製造業均屬之。

3530 石油精煉業 凡自原油精煉汽油、燃料油、潤滑油、煤油及其他
分餾產品製造業均屬之。由煤提煉類似原油分餾
產品之行業亦屬本類。但瀝青製品製造業應歸入（354
）。

354 其他石油、煤製品製造業凡不屬（3530）之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如瀝
青製品、煉製焦炭等均屬之。

3541 煉焦業 凡以煉製焦炭為目的之行業均屬之。但以製售煤
氣為主之煉焦業應歸入（4102）。

3549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530）及（3541）之其他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均屬之。

355 橡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橡膠及合成樹膠製品之製造業均屬之
。

3551 輪胎橡膠管製造及輪胎翻
新業

凡以橡膠及合成樹膠製造各種輪胎如機動車、人
力車、獸力車等內外輪胎之製造、翻新及橡膠管
之製造等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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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2 膠鞋及其有關製品製造業 凡以橡膠及合成樹膠製造鞋、靴等之行業均屬之
。橡膠鞋底、盤根等製造業亦屬本類。

3553 再生膠製造業 凡從舊廢橡膠製品翻新之行業均屬之。

355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551）至（3553）之其他橡膠製品如橡
膠布、線、帶、墊、雨衣、水袋、手套、滾筒及
地磚等製造業均屬之。但科學及醫藥用之橡膠製
品製造業應歸入（3851），橡膠體育用具及玩具製
造業應歸入（3903）及（3909）。

356 3560塑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塑膠成型品，如餐具桌上用品、廚具、容
器、杯盤、桿管、家具、瓶罐、配件等之製造業
均屬之。塑膠拖鞋之製造業、亦屬本類。但人造
纖維織造、塑膠玩具、體育用品及塑膠皮縫製品
應分別歸入（3214）、（390）及（323）。

36 非金屬礦產物製品製造業
（石油及煤產品除外）

凡石油及煤以外之非金屬礦產物製品製造業均屬
之。

361 3610 陶瓷器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陶瓷器如罐、碗、缸、瓶及罈等製造
業均屬之。電氣絕緣器材、衛生設備及建築用陶
、瓷製品製造業亦屬本類。

362 36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玻璃原料之調配、粉碎、摻合及玻璃之成
型、磨光、割切以及各種玻璃製品製造業均屬之
。但光學玻璃研磨業應歸入（3852）。

369 其他非金屬礦產物製品製
造業

凡不屬（361）及（362）之其他非金屬礦產物製
品如建築用粘土製品、水泥及水泥製品、研磨材
料、石製品、石膏製品、石灰製品、石棉製品、
雲母製品及燒石灰等行業均屬之。

3691 建築用粘土製品製造業 凡以粘土製造之各種建築材料如磚、瓦、土管、
耐火磚瓦等行業均屬之。

3692 水泥製造業 凡各種水泥製造業均屬之。

3693 水泥製品製造業 凡以水泥製成磚、瓦、柱、板、管等行業均屬之
。預拌混凝土業亦屬本類。

3694 研磨材料製造業 凡製造砥石材、研磨劑、金剛砂、鐵砂、砂紙及
砂布等行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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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9 其他非金屬礦產物製品製
造業

凡不屬（3691）至（3694）之其他非金屬礦產物
製品如石製品、石膏製品、石灰製品、石棉製品
、雲母製品及燒製石灰等行業均屬之。

37 基本金屬製造業 凡從事金屬之熔煉、鍛鑄、壓延使成為基本形狀
之行業均屬之。

371 3710 鋼鐵基本金屬製造業 凡從事熔煉鋼鐵製成中間產品如錠、塊、板、條
等行業均屬之。由上項中間產品再經煉製、碾壓
、延伸成為各種基木型式如皮、片、筒、管、棒
、絲以及粗鑄品、粗鍛品等製造業亦屬本類。

372 3720非鐵基本金屬製造業 凡從事熔煉非鐵金屬如鋼、鋁、錫、鉛、鎳、金
、銀等製成中間產品如錠、塊、條等行業均屬之
。由上項中間產品經過碾壓、延伸成為基本型式
如片、支、線、環、管等製造業及各種合金製造
業亦屬本類。但絕緣電線製造業應歸入（3834）。

38 金屬製品及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

凡從事基本型式之金屬製造，工業、農業、辦公
及家庭用之各種機械製造修配，電氣機械器材之
製造修配，水陸客貨運輸工具製造修配，科學儀
器、器械之製造及其他金屬工業製造等行業均屬
之。

381 金屬製品製造業（機械設
備除外）

凡由基本型式之金屬製造金屬製品之行業均屬之。
但機械製造修配及電氣機械器材之製造修配應分別
歸入（382）及（383）。

3811 利器及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凡從事金屬切割、利器及手工具之製造如刀、剪
刀、剃刀及簡單之農具製造如犁、割草刀、鋤頭
等行業均屬之。

3812 金屬家具裝設品及器皿製
造業

凡從事金屬家具裝設品、器皿如鐵桌、鐵椅、鐵
櫥、手提保險箱、保險庫、鐵櫃、鐵書架等之製
造業均屬之。

3813 金屬建築器材製造業 凡從事建築裝配用簡單金屬器材之製造業均屬之。
建築用機械之製造修配業應歸入（3824）。

3814 白鐵罐頭製造業 凡從事白鐵罐之製造業均屬之。

3815 針釘、鏈索、彈簧及金屬
網等製造業

凡從事金屬線材製品如針、釘、鏈、索、彈簧、
鐵絲、網纜及有刺鐵絲等製造業均屬之。

3816 金屬噴漆、電鍍、磨光業 凡從事金屬噴漆、電鍍、磨光業均屬之。



編    號 行             業 說                                          明

3817 馬口鐵、鉛皮及鋁製品製
造業

凡以馬口鐵、鉛皮、鋁片等製造各種製品之行業
均屬之。

3819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811）至（3817）之其他金屬品如手電
筒、石油燈、滅火彈筒、匣、牙膏軟管、金屬箔
及鑄字等製造業均屬之。

382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
機除外）

凡從事工業、農業、辦公及家庭用之各種機械製
造修配業均屬之。電機製造修配業應歸入（383）
。

3821 原動機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內燃機、蒸氣機等原動機之製造修配業均
屬之。但輪船、火車、汽車、飛機所用之原動機
製造修配業應分別歸入（3841）、（3842）、（3843
）及（3845）。

3822 農業機械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農耕用之播種、收割、脫殼、碎土、噴霧
及除草等機械製造修配業均屬之。但簡單之金屬
農具應歸入（3811）。

3823 工作母機及金屬、木材加
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工作母機及金屬、木材加工機械如車床、
刨床、鑽床、壓延機、截斷機及研磨機等製造修
配業均屬之。

3824 特殊用途機械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各種特殊用途機械如碾米機、磨粉機、榨
油機、印刷機、製冰機、紡織機、紡紗機、織布
機、礦業機械、化工及煉油機、開山機、推土機
、起重機、牽引機及壓路機等之製造修配業均屬
之。但建築裝配用簡單金屬器材之製造業應歸入
（3813）。

3825 辦公及家庭用機械器具製
造業

凡從事辦公及家庭用之機械、器具如打字機、計
算機、現金出納機、打卡機、縫紉機、冰箱、排
風、通風及冷暖氣設備、電子資料處理設備、非
科學用衡器、非感光性複印機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但不從事製造而僅從事修理之行業應歸入（951
）。

3829 其他機械製造業 凡不屬（3821）至（3825）之其他機械製造業均
屬之。機械零件之製造業亦屬本類。但不從事製
造而僅從事修理之行業應歸入（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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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電氣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電氣機械器材之製造修配業均屬之。但電
量之計量、紀錄與檢電儀器製造業應歸入（3851
）。

3831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
造修配業

凡從事發電機、變壓器、導線連接器、整流器、
避雷器、配電盤、開關裝置及電容器等製造修配
業均屬之。

3832 通信機械器具製造業 凡從事收報機、發報機、電話機、電視機、擴音
機、播音機、收音機、電唱機、錄音機及真空管
等製造業均屬之。電鈴、電氣信號機及警報器之
製造業亦屬本類。但不從事製造而僅從專修理之
行業應歸入（951）。

3833 電氣器具製造業 凡從事電扇、電爐、電熱器、吸塵器、洗衣機、
冷暖氣、電髮剪、吹風機、電鬍刀、果汁機、電
熨斗等製造業均屬之。但不從事製造而僅從事修
理之行業應歸入（9512）。

3834 絕緣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凡從事絕緣電線、電纜製造業均屬之。

3835 運輸工具用電器裝置製造
業

凡從事運輸工具用電動機、電器制御裝置及發火
栓等製造業均屬之。

3836 電燈泡、照明管製造業 凡從事電燈泡、日光燈及霓虹燈等製造業均屬之
。但以蓄電池照明之器具之製造業應歸入（3819
）。

3837 電池製造業 凡從事各式電池之製造業均屬之。

3839 其他電氣機械器材製造業 凡不屬（3831）至（3837）之其他電氣機械器材
如Ｘ光設備、電療機械等之製造業均屬之。但不
從事製造而僅從事修理之行業應歸入（9512）。

384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水、陸、空客貨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均屬之
。

3841 船舶建造修配業 凡從事各種船舶建造修配之造船所、修船所、船
塢等行業均屬之。專事製造船舶引擎與零件之行
業以及廢船解體業亦屬本類。

3842 鐵路車輛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火車、電車及其他有軌車輛(礦車、纜車）之
製造修配業均屬之。製造火車、電車特殊零件之
行業及鐵路運輸機構附設之車輛修理場所亦屬本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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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3 汽車製造業 凡從事三輪以上有引擎之車輛如客運汽車、公共
汽車、卡車、救護車及消防車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專門製造汽車零件及附屬品如引擎、剎車、克
拉子、踏板手、輪軸、齒輪、傳導系統、車輪及
車身等行業亦屬本類。但輪胎、汽車用玻璃、農
業用之曳引機、建築用牽引機及汽車上電器裝置
製造業應分別歸入（3551）、（3620）、（3822）
、（3824）及（3839）。

3844 機器腳踏車製造業 凡從事摩托車及三輪機動腳踏車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

3845 航空器製造修配業 凡從事飛機、飛艇、飛船、滑翔機及其零件如引
擎、推進器、起落架、水上飛機浮舟等之製造修
配業均屬之。但航空用之機械儀器製造修配業
應歸入（3851）。

3846 無動力車輛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無動力車輛如三輪車、腳踏車、人力
車、獸力車及板車等之製造業均屬之。專門製造
上述各種車輛零件如車座、車身、鏈條、齒輪、
車把等業亦屬本類。

3849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凡不屬（3841）至（3846）之其他運輸工具製造
業均屬之。

385 精密器械製造業 凡從事科學測量、控制、檢查、攝影、計時及醫
療應用之各種精密器械設備之製造業均屬之。

3851 科學測量及控制設備製造
業

凡從事各種科學儀器如測量器、檢查器、實驗用
之器械、儀器及外科、牙科與其他醫學用之器械
、儀器等之製造業均屬之。但科學及醫學用光學
儀器及Ｘ光電療器械之製造業應分別歸入（
3852）及（3839）。

3852 攝影機及光學儀器製造業 凡從事照像器材（包括感光膠片、感光版、感光
紙）、光學儀器、透鏡及眼鏡片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科學及醫學用光學儀器製造業亦屬本類。

3853 鐘錶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鐘錶及其他計時機械或零件之製造業均
屬之。

39 390 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珠寶及貴金屬製品、樂器、體育用具、筆
墨及辦公繪圖用品之製造以及製冰冷凍等行業均
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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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1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製造業 凡以寶石、珍珠、貴金屬等製造首飾器皿之行業
均屬之。寶石琢磨業及獎牌、錢幣鑄造業亦屬本
類。

3902 樂器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樂器如鋼琴、絃琴、風琴、口琴、簫
、笛及各式敲打樂器、唱片等製造業均屬之。但
電唱機、錄音機之製造業應歸入（3832）。

3903 體育用具製造業 凡從事體育用品之製造業均屬之。

3904 筆墨及辦公繪圖用品製造
業

凡從事筆墨及辦公繪圖用品如毛筆、鋼筆、鉛筆
、原子筆、繪圖筆、硯臺、墨錠、墨水、墨汁及
打印臺等製造業均屬之。

3905 製冰及冷凍業 凡從事製造冰塊及冷凍之行業均屬之。但食用冰
製造業應歸入（3129）。

3909 其他雜項工業製品製造業 凡不屬（3901）至（3905）之其他雜項工業製品
如玩具、髮網、假髮、廉價首飾、羽毛裝飾品、
假花、鈕扣、掃帚、燈罩、煙斗、徵章、印章及
棕刷，祭祀用品如香火佛具、紙紮品及香煙濾嘴
等之製造業均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