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   類   編   號

大類 ㆗類 小類 細類
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6 商業
凡從事商品之躉售、零售、及旅館、飲食經營等行業均屬之。

61 610-
611

批發業
凡從事新貨或㆓手貨售予零售商、工、商、行政、事務團體、或
其他批發商，本身本從專零售貨品之行號，如代理商、工、礦、
農、林、漁、牧業自組之產品躉售單位或運銷合作社，石油、
煤、煤氣供應之躉售單位等均屬之。

6101 農、畜、水產品批發業
凡從事農、畜，水產品如糧食、蔬果、魚介、肉類、家禽、卵類
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水果批發 肉類批發 麥類批發
水產批發 豆類批發 菸草批發
毛皮批發 乳類批發 農產集運
毛皮料批發 牲口批發 蔬菜批發
生皮批發 家禽肉卵批發 雛禽批發
生絲批發 家禽批發 纖維料批發
羊毛批發 魚類批發 蠶繭批發

6102 食品、雜貨批發業
凡從事食品雜貨如油、鹽、醬油、味精、罐頭、餅乾、糖果、
糖、煙、酒、飲料等萣售之行業均屬之。
山產批發 食品批發 醃藏食品批發
米穀批發 酒類批發 麵食品批發
冷凍食品批發 茶類批發 麵粉批發
咖啡批發 乾果批發 糖果批發
油料批發 菸製品批發 雜糧批發
乳製品批發 飲料批發 罐頭食品批發
食油批發 調味料批發

6103 疋頭、服飾品批發業
凡從事織物、衣服、各種服飾品、被服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造絲織品批發 衣飾附件批發 絲織品批發
㆟造纖維織品批發 兒童衣飾批發 編織品批發
女用衣飾批發 服飾品批發 線類批發
毛織品批發 針織品批發 鞋附件批發
疋頭批發 麻織品批發 鞋類批發
帆布批發 棉織品批發 縫紉用品批發
成衣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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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 小類 細類
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6104 建材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建材如水泥、石灰、磚、瓦、木材等躉售之行業均屬
之。
木材批發 建築材料批發 鋼鐵批發
金屬材料批發

6105 家具及裝設品批發業
凡從事家具、裝設品、手工藝飾品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家具批發 裝飾品批發

6106 化學製品批發業
凡從事化學原料及其製品如香料、食用及工業用添加劑、粘

料、殺蟲劑、滅火劑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工業鹽類批發 肥料批發 煤焦油批發
化學原料批發 氣體批發 農藥批發
化學添加劑批發 紙料批發 精油批發
化學溶劑批發 塑膠材料批發 橡膠材料批發

6107 油漆、塗料、顏料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油漆、油墨、塗料、顏料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染料批發 漆料及光油批發 顏料批發
塗料批發

6108 清潔及化粧品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清潔用品及化粧品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化粧品批發 清潔用品批發

6109 藥物批發業

此從事各種㆗西藥品及醫療材料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成藥批發 衛生材料批發 營養製劑批發
西藥批發

6110 燃料批發業

凡從事煤、煤球、焦炭、柴、筒裝煤氣、煤油、汽油、柴油

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木炭批發 煤油批發 燃料批發
柴油批發 煤球批發 礦油批發
煤批發 筒裝煤氣批發

6111 小件五金品批發業

凡從事小件五金品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五金小件批發 金屬手工具批發 金屬器皿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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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2 機械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機械器具及零件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系統設備批發 家用機械批發 檢驗設備批發
金屬鍛鑄品批發 機械批發

6113 電器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電器及材料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電力設備批發 電子設備批發 電器批發
電子材料批發 電料批發

6114 車輛批發業
凡從事大小汽車、摩托車、腳踏車、以及車輛附件如引擎、
煞車、踏板手、輪軸、齒輪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運輸器材批發 機動車輛批發 機動車輛零件批發

6115 儀器批發業
凡從事各種科學、工業及醫藥用儀器設備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儀器批發

6116 鐘錶、眼鏡批發業
凡從事鐘錶眼鏡等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眼鏡批發 鐘錶批發

6117 文教、康樂用品批發業
凡從事文具、書籍、紙張、康樂器材、體育用品等躉售之行業均
屬之。
文具批發 紙張批發 康樂器材批發
書籍批發 紙製品批發 體育用品批發

6119 其他批發業
凡從事6101至6119細類所屬商品外其他商品躉售之行業均屬之。
㆟參批發 服務設備批發 商品代理
內外車胎批發 非金屬礦產製品 運銷合作社
批發拍賣場 批發 廠商代理
其他批發 紙張批發 廢品批發
委託代理 紙製品批發 礦砂批發

62 零售業
凡從事商品零售之行業如百貨公可、零售店、攤販、加油站、消
費合作社等均屬之。

621-
622

分類零售業
凡從事分類商品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6211 農、畜、水產品零售業
凡從事糧食、蔬果、魚介、肉類、家禽、卵類等零售之行業均屬
之。
水果店 畜產品零售 農產品零售
水產品零售 菜市攤位 鮮花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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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6212 食品、雜貨零售業
凡從事各類食品及雜貨如油、鹽、醬油、醋、糖、糖果、餅乾、
罐頭、荼葉、菸、酒、飲料、火柴、肥皂、蠟燭、草紙等零售之
行業均屬之。
食品店 雜貨店 雜貨零售
食品零售

6213 疋頭、服飾品零售業
凡從事織物、衣服、各種服飾品、被褥等零售織行業均屬之。
布疋零售 服飾品零售

6214 建材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建材如水泥、石灰、磚、瓦、木材等零售之行業均屬
之。
金屬材料零售 建材零售

6215 家具及裝設品零售業
凡從事家具、裝設品、手工藝飾品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家具零售 裝設品零售

6216 化學製品零售業
凡從事化學原料及其製品如油漆、塗料、顏料、香科。食用及工
業用添加劑、粘料、殺蟲劑、滅火劑等零售之行業均屬之。但醫
藥品及化粧品不歸入本細類。
化學製品零售

6217 油漆、塗料、顏料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油漆、油墨、塗料、顏料等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油漆塗料零售 染料顏料零售 塗料及裝飾用品零售

6218 清潔及化妝品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清潔用品及化粧品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化粧品零售 清潔用品零售

6219 藥物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西藥品及醫療材料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醫藥用品零售

6220 燃料零售業
凡從事煤、煤球、焦碳、筒裝煤氣、煤油、汽油等零售之行業均
屬之。加油站亦屬本細類。
燃料零售 礦油零售

6221 小件五金品零售業
凡從事小件五金品零售之行業均屏之。農具零售亦屬本細類。
小件五金品零售 日用器皿零售 金屬工具零售
五金材料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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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機械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機械器具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機械零售

6223 電器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電器及材料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電料零售 電器零售

6224 車輛及其零件零售業
凡從事大小汽車、摩托車、腳踏車、㆔輪車，以及車輛附件如引
擎、煞車、踏板手、輪軸、齒輪等零售之行業均屬之。但以修理
為主者不歸入本類。
車輛零件零售 車輛零售

6225 儀器零售業
凡從事各種科學、工業、及醫藥用儀器、器械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儀器零售

6226 鐘錶、眼鏡零售業
凡從事鐘錶、眼鏡、首飾零售為主之行業均屬之。但以首飾製造
為主者應歸入3901l細類（珠寶及貴金屬製品製造業）。
珠寶店 銀樓 鐘錶眼鏡零售

6227 文教、康樂用品零售業
凡從事文具、書籍、紙張、康樂器材、體育用品等零售之行業均
屬之。
文教用品零售 康樂用品零售

6229 其他零售業
凡從事 6211 至 6219 細類外其他零售行業，如獎券、車票、非食
物之攤販或負販等均屬之。
生產事業銷售部 零售攤 廠商銷售部
消費合作社 農用設備零售

623 百貨公司及超級市場業
凡在同㆒場所從事多種商品分部門零售之行業均屬之。

6231 百貨公司業
凡在同㆒場所從事多種商品分部門零售之百貨公司均屬之。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6232 超級市場業
凡在同㆒場所從事多種商品分部門零當而以食品為主之行業均屬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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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 小類 細類
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63 630 進出口貿易業
凡從事各種國外商品直接買進及本國商品直接售予國外之行業均
屬之。

6301 進口貿易業
凡從事各種國外商品直接買進之行業，不論其售予對象為本國批
發商、零售商、公私客戶、或其他需要者，均屬之。
進口貿易

6302 出口貿易業
凡從事本國商品直接售予國外客戶之行業均屬之。
出口貿易

64 餐旅業
凡從事提供公眾歇宿之旅社、客棧等，從事食物烹調取償供應顧
客，或提供取償飲料等之行業均屬之。但以娛樂為主而兼營飲食
供應者應歸入9409細類（其他娛樂服務業）。

641 飲食業
凡從事㆗西各式餐點、飲料供應而取償之有執照餐廳、飯館、食
堂、小吃店，茶室、咖啡館、冰果店、飲食攤經營之行業均屬
之。叫賣點心之小販，及機關、工廠、招待所、俱樂部附設之飲
食部門之領有飲食店執照者亦歸入本小類。

6411 餐館業
凡從事㆗西各式餐食供應而取償之有執照餐廳、飯館、食堂等經
營之行業均屬之。旅館所附屬餐廳之領有飲食店執照而獨立經營
者亦歸入本細類。
㆗式餐廳 ㆞區性餐廳 海味餐廳
公共食堂 自助餐廳 烤肉店
日式餐廳 西式餐廳 素食館
牛排館 飯莊

6412 小吃店業
凡從事便餐、麵食供應之小吃店經營等行業均屬之。
小吃店       豆漿店      熟食店
火鍋店       茶樓        熟食攤
包子店       清粥店      熱狗攤
包飯作      
白飯販賣店   野味飲食店  麵店
早點店       粥店        燒臘店
肉餅攤       飲食店      糕糰店
西式點心店   飲食攤      點心店

西式烤雞店              

 蛇肉店      餃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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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3 飲料店業
凡以茶、咖啡、冷飲、水果、酒精飲料供應顧客而取償之行業均
屬之。
冰果店 冷飲店 附屬性餐飲部門
西式酒吧 咖啡店

6419 其他飲食業
凡從事6411至6413細類外其他飲食經營之行業，如露㆝飲食攤、
叫賣點心之小販等均屬之。
賣包子 賣茶葉蛋 賣餛飩
賣玉米花 賣圓湯 賣饅頭
賣炒花生 賣餅

642 6420 旅館業
凡從事公眾歇宿之旅館、客棧、及其他取償寄宿而不定契約之場
所經營等行業均屬之。旅館附屬之餐廳亦歸入本規，但在同處而
獨立經營者應歸入6411細類（餐館業）。
包租宿舍 客棧 國際觀光旅館
招待所 旅館 遊覽區寄宿所
青年會宿舍 假期寄寓所 觀光旅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