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   類   編   號

大類 ㆗類 小類 細類
各  類  定  義  及  細  類  內  容

0 農、林、漁、牧、狩獵業
凡從事農作物、蔬菜、果樹、花卉之栽培，家禽、家畜等之飼育
，獵物之捕捉，林木、竹材之種植與採伐，水產之採捕、養殖等
行業均屬之。

01
農、牧、狩獵業
凡從事農作物、蔬菜、果樹、花卉之栽培，家禽、家畜等之飼
育，及獵物之捕捉等行業均屬之。

011

農藝及園藝業
凡從事農藝及園藝作物、如穀物、果樹、蔬菜、花卉，或糖料、
纖維料、油料、藥材、嗜好料、工業原料等特用作物栽培之行業
均屬之。從事食用菇菌溫舍栽培，觀賞及食用作物溫室或控制圃
場栽培，或沙耕、礫耕、水耕等栽培之行業亦歸入本小類。

0111
稻作栽培業
凡從事以稻穀栽培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陸稻栽培 粳稻栽培 糯稻栽培
雜糧栽培業

0112 雜糧栽培業
凡從事以食用雜糧如麥類、玉蜀黍、小米、高梁、豆類、甘藷等
栽培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大豆栽培 豆類栽培 蜀黍栽培
大麥栽培 馬鈴薯栽培 穀類栽培
小米栽培 高梁栽培 樹薯栽培
小麥栽培 黍類栽培 燕麥栽培
玉蜀黍栽培 黑麥栽培 蕎麥栽培
甘藷栽培

0113 特用作物栽培業
凡從事各種特用作物，如糖料之甘蔗、甜菜等，纖維料之棉花、
黃麻、苧麻等，油料之油菜、落花生，芝麻等，藥材之㆟參、當
歸、枸杞等，以及嗜好料及工業原科之菸葉、茶葉、咖啡、胡
椒、薄荷、香茅草、除蟲菊、魚藤等栽培為主之行業均屬之。
㆟參種植 向日葵栽培 油料作物栽培
㆗藥栽培 亞麻栽培 牧草栽培
可可豆栽培 咖啡園 花生栽培
甘蔗栽培 油籽類栽培 花椒栽培
芝麻栽培 茴香栽培 菸草栽培
枸杞栽培 茶園 黃麻栽培
洋麻栽培 除蟲菊栽培 當歸栽培
胡椒栽培 甜菜栽培 綠肥栽培
苧麻栽培 蛇麻栽培 蓖麻子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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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茅草栽培 魚藤栽培 橡膠園
香料栽培 棉花栽培 薄荷栽培
桑園 棕櫚園 瓊麻栽培

0114 蔬菜栽培業
凡專門從事業類，芽苗類、莢類、子實類、瓜類蔬菜之栽培以供
出售之行業均屬之。蔬菜用竹筍、馬鈴薯、豆薯等，以及生鮮用
香、辛料如薑、蒜、蔥、辣椒等之栽培亦歸入本細類。
大蒜栽培 豆芽孵製 黃瓜栽培
玉米筍栽培 豆藷栽培 蔥類栽培
生薑栽培 芥菜栽培 辣椒栽培
白菜栽培 洋蔥栽培 蔬菜栽培
竹筍種植 茄子栽培 蘆筍栽培
豆莢栽培 番茄栽培

0115 果樹種植業
凡專門從事各種水果如柑橘、荔枝、龍眼、桃、李、杏、梨、番
木瓜、芒果、棗等，乾果如胡桃、栗、榛等，蔓生鮮果如葡萄、
草莓等，生食瓜類如西瓜、有瓜等，其他水果如鳳梨、食用甘蔗
等，以及水生鮮果如菱、藕、蓮子、芡實等種植、栽培而以收穫
其產品為目的之行業均屬之。果園之兼營種苗供應者亦歸入本細
類，但其以種苗供應為主者應歸入1130（農事服務業）細類。
木瓜種植 桃樹種植 菱塘
西瓜栽培 栗樹種植 葡萄栽培
李樹種植 荔枝種植 榛子種植
杏樹種植 草莓栽培 鳳梨栽培
芒果種樹 堅果種植 蓮霧種植
果園 甜瓜栽培 龍眼種植
油料堅果種植 梨園 檸檬種植
柑橘種植 楊桃種植 藕塘
胡桃種植 棗樹種植 蘋果種植
香蕉栽培 番石榴種植

0116 食用菌栽培業
凡從事食用菌如菇類、香蕈、木耳等溫舍栽培之行業均屬之。
木耳栽培 香蕈栽培 草菇栽培
洋菇栽培

0119 其他作物栽培業
凡從事0l11至0116細類外其他作物如觀賞植物、盆景、行道樹、
花卉、草皮等栽培、管理而以售出產品為目的，或按計費方式為
㆟服務之行業均屬之。但專門從事景觀設計之行業應歸入 8323
（建築及景觀設計服務業）細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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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栽培 草皮修剪 種子繁殖
花圃 造園 養蘭
盆景裁培

012 畜牧業
凡從事家畜及家禽之飼育、放牧以生產肉、乳、皮、毛、蛋等之
行業均屬之。昆蟲、爬蟲、觀賞獸及鳥類等之飼育亦歸入本小
類。

0121 家畜飼育業
凡從事飼養豬、牛、羊、馬等家畜，以生產肉、乳、皮、毛或繁
殖仔畜售出為目的之行業均屬之。專門飼養牛、羊等，以榨乳、
製酪售出之行業亦歸入本細類，但收購乳汁加工製造各種乳製品
之行業應歸入2012（乳品製造業）細類。
放牧 綿羊放牧 養豬
酪農 養羊 養騾
種馬場 養馬 養驢

0122 家禽飼育業
凡專門飼育雞、鴨、鵝、鴿、鵪鶉等家禽，以生產肉、卵、雛禽
售出為目的之行業均屬之。
火雞場 養肉雞 養鴨
家禽場 養蛋雞 養鵪鶉

0129 其他飼育業
凡從事不屬0121及0122細類之禽畜，如狗、兔、鹿、栗鼠、狐、
貂、貓、觀賞鳥類等之飼育而以售出產品為目的之行業均屬之。
專門從事養蠶取絲，養蜂取蜜及蠟等行業亦歸入本細類。
養兔 養猴 養貓
養狗 養貂 養蠶
養栗鼠 養蜂 養觀賞鳥類
養蛇

013 0130 農事服務業
凡按計費或合約方式對農耕及飼育作業提供各種服務，如農田之
耕整，作物之播種、插植、收穫、脫殼、剝皮、揀選、包裝，農
業機械之出租，樹木及果樹之修剪，農藥之調配、噴灑、放置，
精油之蒸餾，菸葉之採選、分級，及燻蒸，棉花之軋花、打包，
專業之果樹、花卉、觀賞植物、及食用菌類之反種場，專業之家
禽、家畜鑑別、選種、配種、去勢，農產品之集貨、檢驗、分
級，力畜之訓練，毛用畜之藥浴、剪毛，及縲絲等行業均屬之，
但不含產品之精製及產㆞外運輸。政府所屬農業機構及工作站之
從事本類業務者應歸入9111（政府機關）細類。自營之禽畜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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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所應歸入 9346（獸醫業）細類。農田灌溉系統之操作亦歸入本
細類。
毛畜剪毛 畜牧服務(不包括獸醫) 農產品集運
牛乳檢驗 馬匹育種 馴馬場
肉牛育種 堆肥收集 鼠害防除
果品分級 專業苗圃 綿羊育種
果園噴藥 棉花打包 機器代耕
牧畜藥浴 植物噴藥 樹勢修剪
軋棉 園藝服務 蔬菜分級
青儲飼料場 農㆞灌溉 蔬菜包裝
洋菇原種場 農作物噴藥 豬隻育種
計費家畜配種 農作物檢查 縲絲
家畜㆟工授精 農產品分級 蠶種場
家畜育種

014 0140 狩獵及獵物飼育業
凡以營利為目的，用射獵、網罟，或陷阱等方法捕捉野生禽畜或
獵物飼育之行業均屬之。商業性昆蟲、爬蟲等採集亦歸入本細
類。
捕蛇 捕鳥 野獸獵取 養鹿 獵物飼養

02 林業及伐木業
凡從事林木、竹材之育苗、種植、保護、管理、砍伐，森林㆗野
生物之採取，及林產物之初步處理等行業均屬之。

021 林業
凡從事㆒般喬木、灌木、籐、竹之採種、育苗、種植、移植、保
護、管理等行業均屬之。特殊林木之經營亦歸入本小類。

0211 造林業
凡從事㆒般喬木、灌木、籐、竹之採種、育苗、移植、保護、及
管理等行業均屬之。
自營林木栽植 造林 森林保護
承包林木栽植 森林防火 補植
育林

0212 特殊林木經營業
凡從事特殊林木如油桐、漆樹、橡膠樹、椰子、竹、薪炭材木、
防風林之種植並收取其產品之行業均屬之。
竹種植 軟木種植 銀杏種植
防風林種植 椰子種植 橡膠樹種植
油桐種植 漆樹種植 薪炭材種植
耶誕樹種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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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伐木及林產經營業
凡從事木竹之砍伐、打枝、剝皮、切斷等初步左理以及利用索道、
溜槽、溪流等將木材搬至集運所之行業均屬之。薪炭燒製及林間
野生物採取等業亦歸入本小類。但林㆞鋸木廠應歸入 2511（製
材業）細類。

0221 伐木業
凡從事木竹之砍伐、打枝、剝皮、切斷等初步處理，生產幹木、
圓段、粗劈材等，以及利用索道、溜槽、溪流等集運材木之行業
均屬之。專事木材鐵道運輸而不伐木者歸入 7111（鐵路運輸業）
細類。伐木之與鋸材、紙漿製造、林產化學等製造作業不能分別
者，應視其屬性分別歸入2511（製材業）、2512（合板製造業)、
2611（紙漿及造紙業）細類、或2709（其他化工原科製造業）細
類。
木材溜集 帆材砍伐 乾餾材砍伐
木材運輸 竹材砍伐 軟材砍伐
包工伐木 坑材砍伐 集木場
伐木及粗解 柵材砍伐 機械伐木
伐木場 柱材砍伐 薪材砍伐
伐木營 柴材砍伐

0222 薪炭業
凡利用林產枝柯製造薪材或燒製木炭之行業均屬之。專事林產廢
材之乾餾、打漿、或膠合成型等行業，應視其屬性分別歸入2709
（其他化工原科製造業）細類、2611（紙漿及造紙業）細類、或
2512（合板製造業）細類。
燒炭 薪材採取

0223 野生物採取業
凡從事林區野生物如樹脂、樹膠、樹液、樹皮、草藥、苔蘚、樹
根、菌類、野蜂蜜、野蠶繭、蟲蠟等採取之行業均屬之。
㆗藥採集 堅果採集 樹皮採集
皮材收集 採蘭 樹乳收集
松脂採集 採藤 樹脂採集
耶誕樹採集 野菌採集 蕨類採集
根材收集 植物染料採集 觀賞用枝葉採集

03 漁業
凡從事水產生物之採收、撈捕、釣取、或水產養殖之行業均屬之

031 漁撈業
凡在遠洋、近海、海濱、河口、或內陸湖泊、江河、溪州、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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塭、從事商業撈捕之行業。包括魚類、蝦蟹、海龜、海獸等之採
捕均屬之。自扮自製之漁船隊亦屬本類，但專事加工之船隊應歸
入201（食品加工業）小類之適當細類，水產之養殖等應歸入032
（水產養殖業）小類。

0311 遠洋漁撈業
凡在遠洋及遠洋島嶼附近海域從事商業漁撈及採集之行業均屬
之。捕鯨業亦歸入本細類。
捕鯨 遠洋鮪延繩釣漁業 雙船拖網漁業
單船拖網漁業 遠洋雜漁業 鰹鮪竿釣漁業
圍網漁業

0312 近海漁撈業
凡在近海從事商業漁撈及採集之行業均屬之。
㆒支釣漁業 珊瑚漁業 鮪延繩釣漁業
小型拖網漁業 流刺網漁業 鯨旗魚漁業
巾著網漁業 追逐網漁業 鯛及雜魚延繩釣漁業
曳繩釣漁業 焚寄網漁業 鰹竿釣漁業
近海雜漁業

0313 沿岸漁撈業
凡在海濱及河口從事商業漁撈及採集之行業均屬之。海藻、海綿
、海參、有花菜、貝類、珊瑚等商業採集亦歸入本細類。
㆞曳網漁業 沿岸焚寄網漁業 釣具漁業
定置漁業 沿岸雜漁業 魚貝苗採捕業
沿岸流刺網漁業 旋網漁業 搖鐘網漁業

0319 其他漁撈業
凡在內陸水域如湖泊、江河、溪川從事商業捕捉、採取、及採集
之行業均屬之。
內陸漁業 淡水魚撈捕 魚蝦罾捕
河川漁業 淡水蟹捕捉 塘塭魚業
捕蛙 釣魚 攔河網捕魚

032 水產養殖業
凡從事淡水或鹹水魚類、貝類、介殼類、爬蟲類、兩棲類動物之
孵育、飼養、繁殖而售出成體或幼體之行業均屬之。

0321 鹹水養殖業
凡從事食用鹹水魚、蝦、牡蠣、蛤蚌等養殖，包括大規模淺海圈
飼等行業均屬之。養珠業、養鱷業亦歸入本細類。
牡蠣養殖 海藻類養殖 蛤蜊養殖
虱目魚養殖 蚶養殖 蝦類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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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2 淡水養殖業
凡從事食用淡水魚、蝦、鱉、蛙、鰻、蛤蚌等養殖，包括專業養
殖場及水塘、稻田、蓄水庫等放養之行業均屬之。
淡水貝介養殖 養㆙魚 養鰻
淡水魚類養殖 養蛙 養鱒
淡水蝦類養殖 養蜆

0329 其他水產養殖業
凡從事食用水產動物包括觀賞魚介、表演魚類、及海獸等養殖之
行業均屬之。淺海藻類之種植亦歸入本細類。
魚類育種 孵魚場 觀賞魚育種
魚類檢查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