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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類 小類 細類
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8 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
凡從事各種銀行及其他金融團體之經營，各種保險業務，代辦保
險經紀及服務，不動產買賣、租賃、開發、及商品經紀代理業
務，以及工程、建築、法律、會計、審計、統計、資料處理、
廣告、職業介紹、打字、及其他專業性服務業均屬之。

81 810 金融業
凡從事發行通貨、監管信用、辦理存款、放款、儲蓄、投資、匯
兌、票據、承兌、貼現、證券經紀、信用保證、代理收付款項、
及押當等金融業務之行業均屬之。

8101 本國銀行業
凡經營金融業務之本國銀行均屬之。
㆗央銀行 商業銀行 開發銀行
特業銀行 區域銀行 儲蓄銀行

8102 外國銀行業
凡外國銀行在本國境內設立之分支機構均屬之。
外國銀行

8103 信用合作社業
凡以合作社社員為主要對象，經營金融業務之各信用合作社均屬
之。
信用合作社

8104 農會、漁會信用部
凡以農會會員為主要對象，經營金融業務之各級農會信用部均屬
之。性質相類似之漁會信用部亦歸入本細類。
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

8105 合會儲蓄公司業
凡主要以招集合會方式、醵資辦理金融業務之儲蓄合會公司均屬
之。
合會儲蓄公司

8106 信託投資公司業
凡以信託方式收受、運用、或經理款項及財產之行業均屬之。
投資公司 信託投資公司 開發公司
信託公司

8107 典當業
凡以典押動產方式貸放資金之公私營當舖均屬之。
當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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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9 其他金融業
凡不屬8101至8107之其他金融業，如證券經紀等均屬之。
短期票據交易商 證券公司 證券交易所

82 820 保險業
凡從事㆟壽、水、火、兵、意外、傷害等保險，代辦保險經紀，
或保險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8201 ㆟壽保險業
凡從事㆟壽保險之行業均屬之。
㆟壽保險 航空保險 傷害保險
平安保險 健康保險 養老保險

8202 產物保險業
凡從事財物損害保險之行業均屬之。

火災保險 產物保險 營造保險
汽車保險 船體保險 爆炸保險
玻璃保險 意外保險 竊盜保險
海㆖保險 運輸保險

8203 社會保險業
凡基於國家社會政策，從事國民經濟生活及身體健康等保險之行
業均屬在。
社險保會

8209 其他保險業
凡從事8201及8202細類外之保險行業，如傷害、財務、責任保險
等均屬之。保險代辦經紀及保險服務等行業亦屬本細類。
㆝災保險 保險理賠 現款運送保險
再保險 保險精算 責任保險
保險代理 信用保險 業務責任保險
保險核保 財務保險 儲蓄保險

83 經紀及工商服務業
凡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開發、經紀，商品經紀，以及工程、
建築，法律、會計、審計、統計、資料處理、廣告、職業介紹、

打字、及其他專業性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831 不動產及商品經紀業
凡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開發、及經紀，商品經紀、仲介等行
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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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房㆞產買賣、租賃、及經紀業
凡從事房㆞產買賣、住宅興建投資、房㆞產租賃代理，及房㆞產
買賣租賃之經紀或仲介等行業均屬之。
大廈經營 房㆞產介紹 房㆞產仲介
公寓經營 房㆞產租售代理 房屋租賃
住宅興建投資 房㆞產買賣 辦公室租售

8312 土㆞開發業
凡從事荒㆞、海埔㆞、保持用㆞改良之投資，及從事植林、造產
等行業均屬之。
土㆞開發公司 海埔㆞開發 都開市開發
工業開發公司 荒㆞開發 遊息區開發
社區開發公司 區域開發 觀光區開發
保持用㆞改良 造產經營

8313 商品經紀業
凡從事商品買賣居間說合及代辦業務而取佣金之各種牙行、經紀
㆟等，訂約代銷他㆟商品而取酬金之代理商等行業均屬之。代銷
寄售商品之委託行亦歸入本細類。
出貨行 絲行 薪炭行
木行 委託行 糧行
竹行 蹄腳行 雞鴨行

8314 市場管理業
凡從事果蔬、家畜、水產等市場經營管理之行業均屬之。
市場

832 工商服務業
凡從事工程、建築、法律、會計、審計、統計、資料處理、速記、打字、
油印、曬圖、廣告、職業介紹、及其他專業性服務之行業均屬之。

8321 法律服務業
凡經法院登錄有案對個㆟或機關團體提供法律服務之事務所均屬
之。
土㆞登記服務 刑法服務 法律諮詢
公司登記服務 行政訴訟服務 非訟事件法律服務
公證服務 投資法律服務 律師事務所
民法服務 房㆞經租法律服務 軍法服務
海商法服務 商標專利服務 婚姻事件法律服務
財務法服務 稅法服務 專利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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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 會計、審計、簿記服務業
凡從事對個㆟或工商事業提供會計、審計、簿記等服務之行業均
屬之。
公司及工廠設立 帳務設計 稅務代理
登記 帳務審核 會計事務諮詢
代辦工商貸款 帳務管理 會計制度規畫
受託清算清理 帳務稽查 會計師事務所
破產管理 商標及專利權登 會計專利服務
帳務代記 記 會計報告簽證

8323 建築及景觀設計服務業
凡從事建築設計、景觀設計、環境規畫、社區規畫等專業服務之
行業均屬之。
工業區規畫技師事 建築師事務所 都市計畫技師事務所
務所 景觀設計師事務所 環境規畫技師事務所

8324 顧問服務業
凡從事對個㆟或機關團體提供專業性顧問服務，如農、林、漁、
礦、工程、測量、㆞質等研究發展之諮詢及顧問，統計調查之設
計、資料蒐集、整理、分析、及提供建議，工商行情、債權、債
務、信用之調查、分析、及建議，以及市場發展規劃，企業管理
規畫等行業均屬之。但不包括醫學及科學研究服務之行業。
㆟力運用顧問服務 代辦礦業勘測 測量師事務所
㆟事管理顧問服務 市場調查服務 發明家專務所
工時設計服務 生產管理顧問服務 統計調查服務
工程技術顧問服務 企業信用調查服務 貿易推廣服務
工業及工程技術指 ㆞質技師事務所 農業技師事務所
導 冶金技師事務所 農業技術指導
工業技師事務所 投資顧問服務 農業發展顧問服務
工業組織顧問服務 林業發展顧問服務 試驗設計服務
工業發展顧問服務 建廠設計 漁業技術指導
工業關係顧問服務 海事工程師事務所 漁業發展顧問服務
水產技師事務所 財務調查服務 管理公司
代辦技術服務 商情訊息供應 管理顧問服務
代辦訓練 國際貿易推廣服務 徵信所
代辦檢驗 產品介紹服務 銷售顧問服務
代辦礦揚設計 船體設計師事務所 繪圖事務所
礦業技師事務所 礦業發展顧問指導 驗船師事務所
礦業技術指導 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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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5 資料處理服務業
凡備有資料處理設備，從事代客設計資料處理程式，規畫系統分
析作業，處理資料，製備報告表等服務之行業均屬之。索引及目
錄等訊息之蒐集、編製、及提供亦歸入本細類。
工商資料供應服務 電腦公司 電腦資料處理服務
分時電腦服務 電腦系統分析設計 顯微訊息存儲及提
系統分析服務 電腦教育訓練服務 供
索引資料提供 電腦程式設計

8326 廣告業
凡從事各種宣傳媒體如文字、圖案、表格、影片、幻燈片、模型
等之設計、繪製、攝影、模塑、選擇場所、及裝置等行業均屬
之。櫥窗設計、贈樣說明、及招攬廣告而獨立經營之行業亦屬本
細類。
戶外廣告製作 報紙廣告製作 廣告代理
月曆設計 傳播公司 廣告用幻燈片製作
包裝設計 電視廣告製作 廣告用影片製作
店面廣告設計 電臺廣告製作 櫥窗設計
宣傳設計服務 廣告文件撰擬 霓虹燈廣告製作
展覽會佈置 廣告公司 贈樣說明服務
商業美術設計

8327 職業介紹業
凡從事職業介紹之職業介紹所、薦頭行等行業均屬之。
代約工㆟ 代約粗工 職業介紹所
代約技術㆟員 薦頭行

8329 其他工商服務業
凡從事8321至8327細類外其他工商服務業，如代客速記、打字、
繕印文稿、曬製圖表、複印文件，及私㆟經營之偵探社、翻譯社
等均屬之。但從事寫作、作曲、藝術、音樂、雕刻等個㆟業務應歸
入9406（文學及藝術工作者）細類。
土㆞代書事務所 冊籍供應 剪報社
文件打字服務 估價服務 速記服務
文件複印服務 防盜服務 集郵社
文件翻譯服務 油印服務 電子製版服務
代書事務所 服裝設計服務 電子影印服務
代辦出口押匯 偵探社 圖片收集社
藍圖曬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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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8330 機械及設備租賃業
凡從事各種機械及設備之租賃而收取租金之行業均屬之。所租機
器如販賣機、娛樂機械、收銀機、複印機等，設備如場所、桌、
椅、碗、碟家具、帳幕等，均限以合約租出。農、工、礦、漁、
建築、交通、運輸機械設備之租賃不屬本類，應歸入 0130（農事
服務業）、8324（顧問服務業）、及71（運輸業）之適當類。
收銀機出租 帳幕出租 碗碟出租
娛樂機器出租 販賣機出租 複印機出租
家具出租 場所出租 禮服出租
桌椅出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