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A    農、林、漁、牧業 A

B
   農業、狩獵業及林業

漁業 
 01   農、牧業  01   農業、狩獵業及有關

之服務活動 
  011  農藝及園藝業   011  農作物栽培業；園藝

業 
   0111 稻作栽培業    0111 榖類栽培業及其他未

分類作物栽培業 
   0112 雜糧栽培業    (0111) 
        0112 蔬菜栽培業，園藝及

種苗栽培業 
   0113 特用作物栽培業    (0111) 
        0113 水果、堅果及飲料、

香料作物栽培業 
   0114 蔬菜栽培業    (0111,0112) 
   0115 果樹栽培業    (0112,0113) 
   0116 食用菌菇類栽培業    (0112) 
   0117 甘蔗栽培業    (0111) 
   0118 花卉栽培業    (0112) 
   0119 其他農藝及園藝業    (0111,0112) 
  012  畜牧業   012  畜牧業 
   0121 牛飼育業    0121 牛、綿羊、山羊、馬

、騾飼育業；酪農業
   0122 猪飼育業    0122 其他動物飼育業；未

分類動物產品之生產
   0123 雞飼育業    (0122) 
   0124 鴨飼育業    (0122) 
   0129 其他畜牧業    (0121,0122) 

        0150 狩獵及獵物養殖業，
包括相關服務活動 

  013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   014  農事及家畜服務業，
獸醫除外 

   0131 作物栽培服務業    0140 農事及家畜服務業，
獸醫除外 

   0132 農產品整理業    (0140) 
   0133 園藝服務業    (0140) 
   0134 畜牧服務業    (014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0139 其他農事服務業    (0140) 
 02   林業及伐木業  (01)   
      02   林業、伐木業及相關

服務活動 
  021  林業   (011)   
       020  林業、伐木業及相關

服務活動 
   0211 造林業    0200 林業、伐木業及相關

服務活動 
   0212 特殊林木經營業    (0111,0200) 
  022  伐木及林產經營業   (015,020)  
   0221 伐木業    (0200) 
   0222 薪炭業    (0200) 
   0223 野生物採捕業    (0150,0200) 
 03   漁業  05   漁業，經營魚類孵化

所及養殖場；漁業附
帶之服務活動 

  031  漁撈業   050  漁業，經營魚類孵化
所及養殖場；漁業附
帶之服務活動 

   0311 遠洋漁業    0500 漁業，經營魚類孵化
所及養殖場；漁業附
帶之服務活動 

   0312 近海漁業    (0500) 
   0313 沿岸漁業    (0500) 
   0314 內陸漁撈業    (0500) 
  032  水產養殖業   (050)   
   0321 海面養殖業    (0500) 

   0322 內陸養殖業    (0500) 
   0329 其他水產養殖業    (0500) 
          
B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C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4   能源礦業  10

 
  煤礦及褐煤採取業；

泥煤採取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11   原油及天然氣抽取

業；及附隨石油及天
然氣抽取而發生的服
務活動，測量除外 

  041  石油、天然氣及地熱
礦業 

  111
112

 原油及天然氣抽取業
附隨石油及天然氣抽
取而發生的服務活
動，測量除外 

   0411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1110
1120

原油及天然氣抽取業
附隨石油及天然氣抽
取而發生的服務活
動，測量除外 

   0412 地熱礦業    1429 其他未分類礦業及土
石採取業 

  042 0420 煤礦業   101 1010 硬質煤礦採取及結塊
業 

       102 1020 褐煤採取及結塊業 
 05   其他礦業  12   鈾及釷礦業 
      13   金屬礦業 
      14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

業 
  051 0510 金屬礦業   120 1200 鈾及釷礦業 
       131 1310 鐵礦業 
       132 1320 非鐵礦業；鈾及釷礦

業除外 
  052  非金屬礦業   141

 
142

 土石、砂礫及黏土採
取業 
未分類礦業及土石採

取業 
   0521 鹽業    1422 鹽業 
   0522 土礦業    1410 土石、砂礫及黏土採

取業 
   0523 石礦業    (1410) 
   0529 其他非金屬礦業    1421

(1429)
化學及肥料礦業 
 

 06   土石採取業  (14)    
  061  陸上土石採取業   (141)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0611 陸上採土業    (1410) 
   0612 陸上採石業    (1410) 
  062  河海砂礫採取業   (141)   
   0621 河川砂礫採取業    (1410) 
   0622 濱海及海域砂礫採取

業 
   (1410) 

  069 0690 其他土石採取業   (141)(1410) 
          
C    製造業 D    製造業 
 08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  15

24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 

化學材料及化學製品
製造業 

  081  屠宰業   151  肉類、魚類、水果、
蔬菜及油脂生產、處
理及保藏業 

   0810 屠宰業    1511 肉及肉製品生產、處
理及保藏業 

  082 0820 乳品製造業   152 1520 乳品製造業 
  083    (151)   
    

罐頭、冷凍、脫水及
醃漬食品製造業   154  其他食品製造業 

   0831 罐頭食品製造業    (1511)
1512
 

1513

 
魚及魚製品處理及保
藏業 
水果及蔬菜處理及保
藏業 

   0832 冷凍食品製造業    (1511,1512,1513) 
   0833 脫水食品製造業    (1511,1512,1513) 
   0834 醃漬食品製造業    (1511,1512,1513) 

        1543 可可、巧克力及糖果
製造業 

  084  糖果及烘焙食品製造
業 

  (154)   

   0841 糖果製造業    (1543) 
   0842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1541 烘焙業 
  085  製油、製粉及碾穀業   (151)   
       153  磨粉、澱粉及調製動

物飼料製造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0851 食用油脂製造業    (1511) 
        1514

1532
動植物油脂製造業 
澱粉製造業 

   0852 製粉業    (1513,1532) 
        1531 磨粉業 
   0853 碾穀業    (1531) 
  086  製糖業   (153,154) 
   0861 砂糖製造業    1542 製糖業 
   0869 其他糖類製造業    (1532,1542) 
  087  調味品製造業   (151,154) 
       242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0871 味精製造業    1549 未分類其他食品製造

業 
   0872 食用鹽製造業    2429 未分類其他化學製品

製造業 
   0873 醬油製造業    (1549) 
   0874 調味醬製造業    (1513,1549) 
   0875 食用醋製造業    (1549) 
   0879 其他調味品製造業     (1549) 
  088  飲料製造業   155  飲料製造業 
   0881 酒類釀造配製業    1551

 
 

蒸餾、精餾及調混酒
類製造業；發酵之乙
醇製造業 

        1552 葡萄酒製造業 
   0882 啤酒製造業    1553 麥芽製成酒及麥芽製

造業 
   0883 非酒精飲料製造業    1554 不含酒精飲料製造

業；礦泉水製造業 

  089  其他食品製造業   (151,152,153,154) 
   0891 麵條、粉條類食品製

造業 
   1544 通心麵、中式麵條、

北非麵食及類似粉狀
製品製造業 

   0892 飼料配製業    1533 調製動物飼料製造業
   0893 製茶業    (1549) 
   0894 豆類加工食品製造業    (1549) 
   0895 即食餐食製造業    (154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0899 未分類其他食品製造

業 
   (1512,1513,1520,1531,1549)

 09 090 0900 菸草製造業  16 160 1600 菸草製品製造業 
 10   紡織業  17   紡織業 
      18   成衣製造業；毛皮整

理業 
      20   木材、木製品及軟木

製品製造業，家具除
外；稻草及編結材料
製品製造業 

  101  紡紗業   171  紡織及染整業 
   1011 棉紡紗業    1711 紡織業 
   1012 毛紡紗業    (1711) 
   1013 人造纖維紡紗業    (1711) 
   1014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1711) 
   1019 其他紡紗業    (1711) 
  102  織布業   (171)   
       173  針織及鉤針織品及製

品製造業 
   1021 棉梭織布業    (1711) 
   1022 毛梭織布業    (1711) 
   1023 人造纖維梭織布業    (1711) 
   1024 針織布業    1730 針織及鉤針織品及製

品製造業 
   1029 其他織布業    (1711) 
  103  不織布業   172  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1030 不織布業    1729 未分類其他紡織業 
  104  繩、纜、網、氈、毯

製造業 
  (172)

181
  

成衣製造業，毛皮衣
服除外 

   1041 繩、纜、網製造業    1723
 

繩、索、撚線及網製
造業 

        1810 成衣製造業，毛皮衣
服除外 

   1042 氈、毯製造業    1721
 

製成紡織品製造業，
成衣除外 

        1722 地毯製造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1729) 
   1043 漁網製造業    (1723) 
  105 1050 印染整理業   (171) 1712 染整業 
  109  其他紡織業   (172)

202
  

木、軟木、稻草及編
結材料製品製造業 

   1090 其他紡織業    (1729)
2029

 
其他木製品製造業；
軟木、稻草及編結材
料製品製造業 

 11   成衣、服飾品及其他
紡織製品製造業 

 (17,18)   

  111  梭織成衣業   (181)   
   1111 梭織外衣製造業    (1810) 
   1112 梭織內衣及睡衣製造

業 
   (1810) 

  112  針織成衣業   (173)   
   11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1730) 
   11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

業 
   (1730) 

  113 1130 紡織帽製造業   (181)(1810) 
  114  服飾品製造業   (173,181)  
   1141 襪類製造業    (1730) 
   1142 紡織手套製造業    (1810) 
   114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1730,1810) 
  119  其他紡織製品製造業   (172)   
   1191 毛巾製造業    (1721) 
   1199 未分類其他紡織製品

製造業 
   (1721) 

 12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18)   
    製造業  19   皮革整製業；皮箱、

手提袋、馬具及鞋類
製造業 

  120    (181)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製造業   182  毛皮整理業；毛皮物

品製造業 
       191  皮革整製業；皮箱、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手提袋、馬具製造業

       192  鞋類製造業 
   12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1820

 
毛皮整理業；毛皮物
品製造業 

        1911 皮革整製業 
   1202 鞋類製造業    1920 鞋類製造業 
   1203 行李箱及手提袋製造

業 
   1912 皮箱、手提袋及其類

似品與馬具製造業 
   1209 其他皮革、毛皮製品

製造業 
   (1810,1820,1912) 

 13   木竹製品製造業  (20)   
  130  木竹製品製造業   201

(202)
 鋸材及鉋材業 

   1301 製材業    2010
2022

鋸材及鉋材業 
建築用大木工及細木
工製品製造業 

   1302 合板製造業    2021 木板製造業 
   1303 組合木材製造業    (2021) 
   1304 木質容器製造業    2023 木質容器製造業 
   1305 竹、藤製品製造業    (2029) 
   1309 其他木製品製造業    (2029) 
 14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20)    
      36   家具製造業；未分類

製造業 
  141    (202)   
    

非金屬家具及裝設品
製造業   361  家具製造業 

   1411 木製家具及裝設品製
造業 

   (2029)
3610

 
家具製造業 

   1412 竹、藤製家具及裝設
品製造業 

   (3610) 

   1419 其他非金屬家具及裝
設品製造業 

   (3610) 

  142 1420 金屬家具及裝設品製
造業 

  (361)(3610) 

  143 1430 家具及裝設品表面塗
裝業 

   (3610) 

 15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  21 210  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造業 

  151 1510 紙漿製造業   (210) 2101 紙漿、紙及紙板製造
業 

  152  紙製造業   (210)   
   1521 紙張製造業    (2101) 
   1522 紙板製造業    (2101) 
  153 1530 加工紙製造業   (210)(2101) 
        2109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154 1540 紙容器製造業   (210) 2102 瓦楞紙及紙板與紙容

器製造業 
        (2109) 
  159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210)   
   1591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

業 
   (2109) 

   1599 未分類其他紙製品製
造業 

   (2109) 

 16   印刷及其輔助業  22   記錄媒體出版、印刷
及複製業 

  161  製版業   222  印刷及有關印刷服務
業 

   1610 製版業    2222 有關印刷服務業 
  162 1620 印刷業   (222) 2221 印刷業 
  163 1630 印刷品裝訂及加工業   (222)(2222) 
  169 1690 其他印刷輔助業   (222)(2222) 
 17   化學材料製造業  23   焦炭、精煉石油製品

及核子燃料製造業 
      (24)    
  171  基本化學材料製造業   241  基本化學材料製造業

   1711 基本化學工業    2411 基本化學材料製造
業，肥料及氮合成物
除外 

   1712 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    (2411) 
   1713 肥料製造業    2412 肥料及氮合成物製造

業 
  172 1720 人造纖維製造業   243 2430 人造纖維製造業 
  173  合成樹脂､塑膠及橡

膠製造業 
  (241)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173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

業 
   2413 初級狀態塑膠製品及

合成橡膠製造業 
   1732 合成橡膠製造業    (2413) 
  179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233  核子燃料製造業 
       (241,242)  
   1790 其他化學材料製造業    2330 核子燃料製造業 
        (2411,2429) 
 18   化學製品製造業  (21,24)   
  181 1810 塗料、染料及顏料製

造業 
  (242) 2422 顏料、油漆及類似塗

料、印刷墨水與乳香
脂製造業 

  182  藥品製造業   (242)   
   1821 原料藥製造業    2423 製藥、醫藥的化學製

品及植物製品製造業
   1822 西藥製造業    (2423) 
   1823 生物藥品製造業    (2423) 
   1824 中藥製造業    (2423) 
   182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2423) 
   1826 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

製造業 
   2421 殺蟲劑及其他農業化

學製品製造業 
  183 1830 清潔用品製造業   (242) 2424 肥皂及清潔劑、潔亮

調製品、香水及化粧
調製品製造業 

  184 1840 化粧品製造業   (242)(2424) 
  189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210,241,242) 
   18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2109,2411,2429) 
 19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23)    
  191 1910 石油煉製業   232 2320 精煉石油製品製造業

  199 1990   231 2310 焦炭製品製造業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
造業   (233)(2330) 

 20   橡膠製品製造業  25   橡膠及塑膠製品製造
業 

      37   回收資源製品製造業
  200  橡膠製品製造業   251  橡膠製品製造業 
       372  非金屬廢料回收資源

製品製造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001 輪胎製造業    2511 橡膠輪胎､管與再製

橡膠輪胎製造業 
   2002    (2511)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
業    251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200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2519) 
        3720 非金屬廢料回收資源

製品製造業 
 21 210  塑膠製品製造業  (25) 252  塑膠製品製造業 
   2101 塑膠皮、板、管材製

造業 
   2520 塑膠製品製造業 

   2102 塑膠膜袋製造業    (2520) 
   2103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    (2520) 
   2104 塑膠皮製品製造業    (2520) 
   2105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

業 
   (2520) 

   2106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    (2520) 
   21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2520) 
 22    (17)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
業  26   其他非鐵金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221  陶瓷製品製造業   269  未分類非金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2211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    2691 非建築用﹐且非耐火

陶瓷器製造業 
   2212 陶瓷餐具製造業    (2691) 
   2213 陶瓷藝術品製造業    (2691) 
   2214 陶瓷建材製造業    2693 建築用非耐火黏土及

陶製品製造業 

   2215 科學用、工業用陶瓷
製品製造業 

   (2691) 

   221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2691) 
  222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

業 
  (171)

261
  

玻璃與玻璃製品製造
業 

   2221 平板玻璃及其製品製
造業 

   2610 玻璃與玻璃製品製造
業 

   2222 玻璃容器製造業    (261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223 玻璃纖維製品製造業    (1711,2610) 
   2229 其他玻璃及玻璃製品

製造業 
   (2610) 

  223  水泥及水泥製品製造
業 

  (269)   

   2231 水泥製造業    2694 水泥、石灰及熟石膏
製造業 

   22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2695 混凝土、水泥及熟石
膏製品製造業 

   2233 水泥製品製造業    (2695) 
  224 2240 耐火材料製造業   (269) 2692 耐火陶製品製造業 
  225 2250 石材製品製造業   (269) 2696 石材整製業 
  229  其他非金屬礦物製品

製造業 
  (269)   

   2291 建築用黏土製品製造
業 

   (2693) 

   2292 工業及研磨材料製造
業 

   2699 未分類其他非金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 

   2293 石灰製造業    (2694) 
   2294 石膏製品製造業    (2694,2695) 
   2299 未分類其他非金屬礦

物製品製造業 
   (2699) 

 23   金屬基本工業  27   金屬基本製造業 
      28   金屬製品製造業，機

械設備除外 
      (37)    
  231  鋼鐵基本工業   271  鋼鐵基本製造業 
       273  金屬鑄造業 

       289  其他金屬製品及金屬
加工術服務工作製造
業 

       371  金屬廢料回收資源製
品製造業 

   2311 鋼鐵冶鍊業    2710 鋼鐵基本製造業 
   2312 鋼鐵鑄造業    2731 鋼鐵鑄造業 
   231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271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314 鋼線鋼纜製造業    2899 未分類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2315 廢車船解體及廢鋼鐵

處理業 
   3710 金屬廢料回收資源製

品製造業 
   2319 其他鋼鐵基本工業    (2710) 
  232  鋁基本工業   272

 
 貴重且非鐵金屬基本

製造業 
       (273)   
   2321 鍊鋁業    2720 貴重且非鐵金屬基本

製造業 
   2322 鋁鑄造業    2732 非鐵金屬鑄造業 
   2323 鋁材軋延、伸線、擠

型業 
   (2720) 

  233  銅基本工業   (272,273)  
   2331 鍊銅業    (2720) 
   2332 銅鑄造業    (2732) 
   2333 銅材軋延、伸線、擠

型業 
   (2720) 

  234  鎂基本工業   (272,273)  
   2341 鍊鎂業    (2720) 
   2342 鎂鑄造業    (2732) 
   2343 鎂材軋延、伸線、擠

型業 
   (2720) 

  239 2390 其他金屬基本工業   (272)(2720) 
 24   金屬製品製造業  (27,28)   
      29   未分類機械設備製造

業 
  241  金屬鍛造及粉末冶金

業 
  (271,289)  

   2411 金屬鍛造業    (2710) 
   2412 粉末冶金業    2891 金屬鍛鍊、壓平、壓

斷及輥軋成型與粉未
冶金業 

  242 2420 金屬手工具製造業   (289) 2893 金屬手工具製造業 
  243  金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製造業 
  281  建築用金屬製品、油

槽、貯水槽及蒸汽發
電機製造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431 金屬結構製造業    2811 建築用金屬製品製造

業 
   2432 金屬建築組件製造業    (2811) 
  244  金屬容器製造業   (281)   
   2441 金屬貯槽及運輸容器

製造業 
   2812 金屬油槽、貯水槽及

容器製造業 
   2442 金屬小型容器製造業    (2812) 
  245  金屬表面處理及熱處

理業 
  (271,272,289) 

   2451 金屬表面處理業    (2720)
2892

 
金屬整製及立於雇用
或契約上的一般機械
工程業 

   2452 金屬熱處理業    (2710) 
  249  其他金屬製品製造業   (289)

291
  

一般用途機械製造業
   2491 螺絲、螺帽及鉚釘製

造業 
   (2899) 

   2492 閥類製造業    2912 泵、壓縮機、活栓及
活閥製造業 

   2493 金屬彈簧製造業    (2899) 
   2494 金屬線製品製造業    (2899) 
   2499 未分類其他金屬製品

製造業 
   (2899) 

 25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29)    
      30   辦公室、會計及計算

機器製造業 
  251  鍋爐及原動機製造修

配業 
  (291)   

   2511 鍋爐製造修配業    2911 原動機製造業，航空
器、交通工具引擎除
外 

   2512 原動機製造修配業    (2911) 
  252  農業及園藝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2  特殊用途機械製造業

   2520 農業及園藝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21 農業及林業機械製造
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53  金屬加工用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1,292)  

   2531 金屬切削工具機製造
修配業 

   2922 機械工具製造業 

   2532    (2922) 
    

金屬成型工具機製造
修配業    2923 冶金機械製造業 

   2533    2919 其他一般用途機械製
造業 

    

金屬機械手工具製造
修配業 

   (2922) 
   2534 非傳統加工設備製造

修配業 
   (2922) 

   2539 其他金屬加工用機械
製造修配業 

   (2919,2922) 

  254  專用生產機械製造修
配業 

  (291,292)  

   2541 食品飲料機械製造修
配業 

   2925 食品、飲料及菸草製
作用機械製造業 

   2542    2926 織品、成衣及皮革生
產用機械製造業 

    

紡織及成衣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29 其他特殊用途機械製
造業 

   2543 木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2922) 
   2544 造紙機械製造修配業    (2929) 
   2545 印刷機械製造修配業    (2929) 
   2546 化工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9) 
   2547 塑膠、橡膠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29) 

   254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設
備製造修配業 

   (2929) 

   2549    2914 烘箱、熔爐及爐用燃
燒器製造業 

    

其他專用生產機械製
造修配業 

   (2929) 
  255  建築及礦業機械設備

製造修配業 
  (292)  

   2551 建築機械設備製造修
配業 

   2924 採礦、採石及建築用
機械製造業 

   2552 礦業機械設備製造修    (2924)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配業 

  256 2560 事務機器製造業   300 3000 辦公室、會計及計算
機器製造業 

  257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修
配業 

  (291)   

   257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修
配業 

   (2919) 

  258  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修
配業 

  (291)   

   2581 空氣壓縮機及泵製造
修配業 

   (2912) 

   2582 液壓、氣壓傳動零組
件製造修配業 

   (2919) 

   2583 軸承、齒輪及動力傳
動裝置製造修配業 

   2913 軸承、齒輪、傳動裝
置及驅動要件製造業

   2584 包裝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9)  
   2585 輸送機械設備製造修

配業 
   2915 起重機及搬運設備製

造業 
  259  其他機械製造修配業   (291,292)  
       293  其他未分類家用器具

製造業 
   2591    (2919)  
    

飲用水設備製造修配
業    2930 其他未分類家用器具

製造業 
   2592 金屬模具製造業    (2929) 
   2599 未分類其他機械製造

修配業 
   (2919)

2927
 
武器及彈藥製造業 

 26    (22,30)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
子產品製造業  31   未分類電力機械器具

製造業 
      32   收音機、電視及通訊

機械器材製造業 
      33   醫學、精密光學儀器

及鐘錶製造業 
  26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

造業 
  (300)   

   2611 電腦製造業    (300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612 電腦終端裝置製造業    (3000) 
   2613 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3000) 
   2614 電腦組件製造業    (3000) 
   2619 其他電腦設備製造業    (3000) 
  262  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322  電視與收音機傳輸設

備及電信器具製造業
       331  醫學儀器裝置，測

量、檢查、測試、航
行及其他用途儀器製
造業，光學儀器除外

   2621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3220 電視與收音機傳輸設
備及電信器具製造業

   2622    (322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
造業    3312 測量、檢查、測試、

航行及其他用途儀器
製造業，工業控制設
備除外 

  263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319  其他未分類電力設備
製造業 

       323  電視與收音機接收
機，聲音或影像錄音
或拷貝器具，及相關
物品製造業 

   2631 電視機、錄放影機製
造業 

   3230 電視與收音機接收
機，聲音或影像錄音
或拷貝器具，及相關
物品製造業 

   2632 電唱機、收錄音機製
造業 

   (3230) 

   2639 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
造業 

   3190 其他未分類電力設備
製造業 

  264    223  記錄媒體複製業 
    

資料儲存媒體製造及
複製業   (300)   

   2640    2230 記錄媒體複製業 
    

資料儲存媒體製造及
複製業    (3000) 

 27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31,32)   
  271 2710 半導體製造業   321 3210 電子管及其他電子零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件製造業 

  272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311  電力馬達、發電機及
變壓器製造業 

       312  電力配送及控制裝置
製造業 

       (321)   
   27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3110 電力馬達、發電機及

變壓器製造業 
        3120 電力配送及控制裝置

製造業 
        (3210) 
  273 2730 印刷電路板製造業   (321)(3210) 
  279  其他電子零組件製造

業 
  (321)   

   2791 電子管製造業    (3210) 
   2792 光電材料及元件製造

業 
   (3210) 

   2799 未分類其他電子零組
件製造業 

   (3210) 

 28   電力機械器材及設備
製造修配業 

 (29,31)   

  281    (311,312,319) 
    

電力機械器材製造修
配業   313  絕緣電線及電纜製造

業 
   2811 發電､輸電､配電機

械製造修配業 
   (3110,3120,3190) 

   2812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3130 絕緣電線及電纜製造
業 

  282  家用電器製造業   (293)   
   2821 冷凍空調器具製造業    (2930) 
   2822 洗衣設備製造業    (2930) 
   2823 電熱器具製造業    (2930) 
   2824 電扇製造業    (2930) 
   282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2930) 
  283  照明設備製造業   315  電燈及照明設備製造

業 
       (31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2831    3150 電燈及照明設備製造

業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3190) 
   2832 照明器具製造業    (3150) 
  284 2840 電池製造業   314 3140 蓄電池及原電池組製

造業 
  289  其他電力器材製造業   (312,319)  
   2890 其他電力器材製造業    (3120,3190) 
 29    34   機動車輛、拖車及半

拖車製造業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35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291  船舶及其零件製造修

配業 
  351  船舶建造修配業 

   2911 船舶建造修配業    3511 船建造修配業，娛樂
及運動用船除外 

        3512 娛樂及運動用船建造
修配業 

   2912    (3511) 
    

船舶機械及零件製造
業    (3512) 

   2913 海上結構物建造修配
業 

   (3511) 

  292  軌道車輛及其零件製
造修配業 

  352  電動車及鐵路車輛製
造業 

   2921 軌道車輛製造修配業    3520 電動車及鐵路車輛製
造業 

   2922 軌道車輛零件製造業    (3520) 
  293    341  機動車輛製造業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342  機動車輛車體製造

業，拖車及半拖車製
造業 

       343  機動車輛零件及引擎
製造業 

   2931 汽車製造業    3410 機動車輛製造業 
        3420 機動車輛車體製造

業，拖車及半拖車製
造業 

   2932 汽車零件製造業    (342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3430 機動車輛零件及引擎

製造業 
  294  機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359  未分類運輸工具製造

業 
   2941 機車製造業    3591 機車製造業 
   2942 機車零件製造業    (3591) 
  295  自行車及其零件製造

業 
  (359)  

   2951 自行車製造業    3592 自行車及病患用車輛
製造業 

   2952 自行車零件製造業    (3592)  
  296  航空器及其零件製造

修配業 
  353  航空器及太空船製造

業 
   2961 航空器製造修配業    3530 航空器及太空船製造

業 
   2962 航空器零件製造業    (3530)  
  299  其他運輸工具及零件

製造修配業 
  (359)   

   2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零件
製造修配業 

   3599 其他未分類運輸工具
製造業 

 30   精密、光學、醫療器
材及鐘錶製造業 

 (33)    

  301  精密儀器製造業   (331)   
   3011    (3312) 
    

量測儀器及控制設備
製造業    3313 工業控制設備製造業

   3019 其他精密儀器製造業    (3312) 
  302  光學器材製造業   332  光學儀器製造業 
   3021 照相及攝影器材製造

業 
   3320 光學儀器製造業 

   3022 眼鏡及透鏡片製造業    (3320) 
   3029 其他光學器材製造業    (3320) 
  303  醫療器材及設備製造

業 
  (331)  

   3030 醫療器材及設備製造
業 

   3311 醫學、外科設備及整
形外科儀器製造業 

  304 3040 鐘錶製造業   333 3330 鐘錶製造業 
 31   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36)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311  育樂用品製造業   369  未分類製造業 
   3111 體育用品製造業    3693 體育用品製造業 
   3112 玩具製造業    3694 玩具製造業 
        3699 其他未分類製造業 
   3113 樂器製造業    3692 樂器製造業 
   3114 文具製造業    (3699) 
  319  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369)  
   3191 珠寶及貴金屬製品製

造業 
   3691 珠寶及有關物品製造

業 
   3192 拉鍊及鈕扣製造業    (3699) 
   3199 未分類其他工業製品

製造業 
   (3699) 

          
D    水電燃氣業 E    水電燃氣供應業 
 33   電力供應業  40   電力、燃氣、暖氣及

熱水供應業 
  330 3300 電力供應業   401 4010 電力生產、集取及配

送業 
 34 340 3400 氣體燃料供應業  (40) 402 4020 氣體燃料製造及配送

業 
 35 350 3500 熱能供應業  (40) 403 4030 暖氣及熱水供應業 
 36 360 3600 用水供應業  41 410 4100 水之集取、淨化及配

送業 
          
E    營造業 F    營造業 
 38   土木工程業  45   營造業 
  380  土木工程業   451  地基準備業 
       452  一般建物之土木工程

業 
   3801 一般土木工程業    4510 地基準備業 
        4520 一般建物之土木工程

業 
   3802 道路工程業    (4510,4520) 
   3803 景觀工程業    (4520) 
   3804 環境保護工程業    (4520) 
 39   建築工程業  (45)    
  390  建築工程業   (451,452)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54  建物完工業 
   3901 房屋建築工程業    (4510,4520) 
        4540 建物完工業 
   3902 房屋設備安裝工程業    (4540) 

(452) 40 400  機電、電信、電路及
管道工程業 

 (45)

453

  
建物安裝業 

   4001 機電、電信及電路工
程業 

   4530 建物安裝業 

   4002 管道工程業    (4520) 
   4003 冷凍、通風及空調工

程業 
   (4530) 

 41 410 4100 建物裝修及裝潢業  (45)(454)(4540) 
 42 420 4200 其他營造業  (45)(451)(4510) 
      (45)(452)(4520) 
      (45)(453)(4530) 
      (45) 455 4550 配有操作工的營造或

拆除設備租賃業 
          
F    批發及零售業 Ｇ

 
 

   批發及零售業；機動
車輛、機車及個人、
家庭物品維修業 

  44- 
 

45  批發業  50   機動車輛、機車買賣
及維修業；動力燃料
零售業 

      51   批發業及代理業，機
動車輛及機車除外 

  441  農、畜、水產品批發
業 

  512  農產品、活動物及食
品飲料、菸類批發業

   4411 米糧批發業    5121 農產品及活動物批發
業 

   4412 蔬果批發業    5122 食品、飲料及菸類批
發業 

   4413 花卉批發業    (5121) 
   4414 家畜批發業    (5121,5122) 
   4415 家禽批發業    (5121,5122) 
   4416 水產品批發業    (5122)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419 其他農畜水產品批發

業 
   (5121,5122) 

  442  食品什貨批發業   (512)   
   4421 冷凍調理食品批發業    (5122) 
   4422 食用油脂批發業    (5122) 
   4423 菸酒批發業    (5122) 
   4424 非酒精飲料批發業    (5122) 
   4425 茶葉批發業    (5122) 
   4429 其他食品什貨批發業    (5122) 
  443  布疋、衣著、服飾品

批發業 
  513  家庭物品批發業 

   4431 布疋批發業    5131 紡織品、衣著及鞋襪
批發業 

   4432 成衣批發業    (5131) 
   4433 鞋類批發業    (5131) 
   4434 行李箱及手提袋批發

業 
   (5131)

5139
 
其他家庭物品批發業

   4435 服飾配件批發業    (5131) 
   4439 其他衣著、服飾品批

發業 
   (5131) 

  444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
品批發業 

  (513)   

   4441 家庭電器批發業    (5139) 
   4442 家具批發業    (5139) 
   4443 寢具批發業    (5139) 
   4444 室內裝設品批發業    (5139) 
   4445 攝影器材批發業    (5139) 
   4449 其他家庭設備及用品

批發業 
   (5139) 

  445  藥品、化粧品及清潔
用品批發業 

  (513)   

   4451 藥品及醫療用品批發
業 

   (5139) 

   4452 化粧品批發業    (5139) 
   4453 清潔用品批發業    (5139) 
  446  文教、育樂用品批發

業 
  (513)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461 書籍、文具批發業    (5139) 
   446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

業 
   (5139) 

   4463 玩具、娛樂用品批發
業 

   (5139) 

   4464 樂器批發業    (5139) 
  447 4470 鐘錶、眼鏡批發業   (513)(5139) 
  448 4480 首飾及貴金屬批發業   (513)(5139) 
  451  建材批發業   514  非農業中間產品及廢

物批發業 
   4511 木製建材批發業    5143 營建、五金、鉛管及

熱設備批發業 
   4512 磚瓦、砂石、水泥及

其製品批發業 
   (5143) 

   4513 磁磚、貼面石材、衛
浴設備批發業 

   (5143) 

   4514 板玻璃批發業    (5143) 
   4515 漆料、塗料批發業    (5143) 
   4516 金屬建材批發業    (5143) 
   45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5143) 
  452  化學原料及其製品批

發業 
  (514)  

   4521 化學原料批發業    5149 其他非農業中間產品
及廢物批發業 

   45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5149) 
  453  燃料批發業   (514)   
   4531 石油製品燃料批發業    5141 固體、液體及氣體燃

料和相關產品批發業

   4539 其他燃料批發業    (5141) 
  454  機械器具批發業   (513)

515
  

機械器具批發業 
   4541 機械批發業    5150 機械器具批發業 
   4542 電力電子設備批發業    (5150) 
   4543 事務機器批發業    (5150) 
   4544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軟體批發業 
   (5150) 

   4545 精密儀器批發業    (513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5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5150) 
  455  汽機車及其零配件、   501  機動車輛買賣業 
    用品批發業   503  機動車輛零件及配備

買賣業 
       504  機車和相關零件、配

備買賣及維修業 
   4551 汽車批發業    5010 機動車輛買賣業 
   4552 機車批發業    5040 機車和相關零件、配

備買賣及維修業 
   4553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

批發業 
   5030

 
機動車輛零件及配備
買賣業 

        (5040) 
   4554 汽機車車胎批發業    (5030,5040) 
  456 4560 綜合商品批發業   519 5190 其他批發業 
  457 4570 商品經紀業   511 5110 訂約或抽佣式之批發

業 
  459  其他批發業   (514,519) 
   4591 飼料批發業    (5190) 
   4592 回收物料批發業    (5149) 
   4599 未分類其他批發業    5142 金屬及金屬礦批發業
        (5190) 
  46- 48  零售業  (50)    
      52   零售業（機動車輛及

機車除外）；個人、家
庭物品維修業 

  461  農、畜、水產品零售
業 

  522
 

 食品、飲料及菸類專
賣零售店 

       523  其他專賣零售店 

   4611 米糧零售業    5220 食品、飲料及菸類專
賣零售店 

   4612 蔬果零售業    (5220) 
   4613 花卉零售業    5239 其他未分類專賣零售

店 
   4614 肉類零售業    (5220) 
   4615 水產品零售業    (5220) 
   4619 其他農畜水產品零售

業 
   (5220,523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62 4620 食品什貨零售業    5211

 
食品、飲料及菸類非
專賣零售店 

        (5220) 
  463  布疋、衣著、服飾品

零售業 
  (523)   

   4631 布疋零售業    5232 紡織品、衣著、鞋襪
及皮製品零售店 

   4632 成衣零售業    (5232) 
   4633 鞋類零售業    (5232) 
   4634 行李箱及手提袋零售

業 
   (5232) 

   4635 服飾配件零售業    (5232) 
   4639 其他衣著、服飾品零

售業 
   (5232) 

  464  家庭電器、設備及用
品零售業 

  (523)   

   4641 家庭電器零售業    5233 家庭器具、物品及設
備零售店 

   4642 家具零售業    (5233) 
   4643 寢具零售業    (5233) 
   4644 室內裝設品零售業    (5233) 
   4645 攝影器材零售業    (5239) 
   4649 其他家庭設備及用品

零售業 
   (5233)

5234
 
五金、油漆及玻璃零
售店 

  465  藥品、化粧品及清潔
用品零售業 

  (523)   

   4651 藥品及醫療用品零售
業 

   5231 藥品、化妝品及清潔
物品零售店 

   4652 化粧品零售業    (5231) 
   4653 清潔用品零售業    (5239) 
  466  文教、育樂用品零售

業 
  (523)   

   4661 書籍、文具零售業    (5239) 
   4662 運動用品、器材零售

業 
   (523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663 玩具、娛樂用品零售

業 
   (5239) 

   4664 樂器零售業    (5233) 
  467 4670 鐘錶、眼鏡零售業    (5239) 
  468 4680 首飾及貴金屬零售業    (5239) 
  471  建材零售業   (523)   
   4711 漆料、塗料零售業    (5234) 
   4719 其他建材零售業    (5234,5239) 
  472  燃料零售業   505

(523)
 動力燃料零售業 

 
   4721 加油站業    5050 動力燃料零售業 
   4729 其他燃料零售業    (5050,5239) 
  473  機械器具零售業   (523)   
   47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軟體零售業 
   (5239) 

   4732 精密儀器零售業    (5239) 
   4739 其他機械器具零售業    (5239) 
  474  汽機車及其零配件、

用品零售業 
  (501,503,504) 

   4741 汽車零售業    (5010) 
   4742 機車零售業    (5040) 
   4743 汽機車零配件、用品

零售業 
   (5030,5040) 

   4744 汽機車車胎零售業    (5030,5040) 
  475  綜合商品零售業   521  非專賣零售店 
   4751 百貨公司業    5219 其他非專賣零售店 
   4752 超級市場業    (5219) 
   4753 連鎖式便利商店業    (5219) 

   4754 零售式量販店    (5219) 
   4759 其他綜合商品零售業    (5219) 
  479  其他零售業   (501,523)  
       524  中古物品零售店 
   4791 中古商品零售業    (5010)

5240
 
中古物品零售店 

   4799 未分類其他零售業    (5239) 
  481  無店面零售業   525  非店面零售業 
   481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5251 郵購訂貨零售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4812 直銷業    5259 其他非店面零售業 
   4819 其他無店面零售業    5252

(5259)
攤販及市場零售業 
 

          
G    住宿及餐飲業 Ｈ    餐旅業 

 50   住宿服務業  55   餐旅業 
  501  旅館業   551  旅館、露營地及其他

短期住宿供應業 
   5011 觀光旅館業    5510 旅館、露營地及其他

短期住宿供應業 
   5012 一般旅館業    (5510) 
  509 5090 其他住宿服務業   (551)(5510) 
 51   餐飲業  (55)    
  511 5110 餐館業   552 5520 餐廳、酒吧及飲食供

應福利社 
  512 5120 飲料店業   (552)(5520) 
  519  其他餐飲業   (552)   
   5191 飲酒店、啤酒屋    (5520) 
   5199 未分類其他餐飲業    (5520) 
          
H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I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53   陸上運輸業  60   陸上運輸業；管道運

輸業 
  531 5310 鐵路運輸業   601 6010 鐵路運輸業 
  532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602  其他陸上運輸業 
   5320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6021 其他定期客運業 
  533  汽車客運業   (602)   
   5331 公共汽車客運業    (6021) 

   5332 計程車客運業    6022 其他非定期客運業 
   5333 一般汽車客運業    (6022) 
  534 5340 汽車貨運業   (602) 6023 陸上貨運業 
  539 5390 其他陸上運輸業   (602)(6022,6023) 
  54   水上運輸業  61   水上運輸業 
  541 5410 海洋水運業   611 6110 海洋及沿海水運業 
  542 5420 內河及湖泊水運業   612 6120 內河水運業 
  55   航空運輸業  62   航空運輸業 
  551  民用航空運輸業   621  定期航空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622  非定期航空業 
   5510 民用航空運輸業    6210 定期航空業 
        6220 非定期航空業 
  552  普通航空業   (621,622)  
   5520 普通航空業    (6210,6220) 
  56 560  儲配運輸物流業  63 630  運輸輔助業；旅行社

業 
   5600 儲配運輸物流業    6303 其他運輸輔助業 
        6309 其他運輸代理業 
  57 

 
  運輸輔助業  (63)    

  571  旅行業   (630)   
   5710 旅行業    6304 旅行社業；其他未分

類觀光輔助業 
  572 5720 報關業   (630)(6309) 
  573 5730 船務代理業   (630)(6309) 
  574  貨運承攬業   (630)   
   5741 陸上貨運承攬業    (6309) 
   5742 海洋貨運承攬業    (6309) 
   5743 航空貨運承攬業    (6309) 
  575  陸上運輸輔助業   (630)   
   5750 陸上運輸輔助業    (6303) 
  576  水上運輸輔助業   (630)   
   5761 港埠業    (6303) 
   576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6303) 
  577  航空運輸輔助業   (630)   
   5770 航空運輸輔助業    (6303) 
  579  其他運輸輔助業   (630)   

   57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6303,6309) 
 58 580  倉儲業  (63)(630)   
   5801 普通倉儲業    6302 倉儲業 
   5802 冷凍冷藏倉儲業    (6302) 
  59   郵政及快遞業  64   郵政及電信業 
  591  郵政業   641  郵政及快遞業 
   5910 郵政業    6411 國有郵政業 
  592 5920 快遞服務業   (641) 6412 快遞業 
 60 600 6000 電信業  (64) 642 6420 電信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I     金融及保險業 Ｊ    金融業 
 62    金融及其輔助業  65   金融業 
      67   金融輔助業 
  621   銀行業   651   財政金融業 
   6211 中央銀行    6511 中央銀行 
   6212 本國銀行業    6519 其他財政金融業 
   6213 外國銀行業    (6519) 
  622 6220 信用合作社業   (651)(6519) 
  623 6230 農會､漁會信用部   (651)(6519) 
  624  信託投資業   659  其他金融業 
   6240 信託投資業    6599 其他未分類金融業 
  625 6250 郵政儲金匯兌業   (651)(6519) 
  629  其他金融及輔助業   (524,659)  
       671  金融輔助業，除保險

及退休金外 
   6291 票券金融業    (6599) 
   6292 典當業      (5240) 
   6293 信用卡業    6592 其他信用機構 
   6294 金融投資業    (6599) 
   6295 民間融資業    (6599) 
   6296 融資性租賃業    6591 金融租賃業 
   6299    (6599) 
    

未分類其他金融及輔
助業    6719 其他未分類金融輔助

業 
 63    證券及期貨業  (67)    
  631  證券業     (671)   
   6311 證券商    6712 證券業活動 

   6312 證券投資顧問業    (6719) 
   6313 證券投資信託業    (6719) 
   6314 證券金融業    (6719) 
   6319 其他證券業    6711 金融市場管理 
  632  期貨業   (671)   
   6321 期貨商      (6712) 
   6329 其他期貨業    (6711) 
 64   保險業  66 660  保險和退休金，除義

務性的社會安全外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641 6410 人身保險業   (660) 6601 壽險 
        6603 非壽險 
  642 6420 財產保險業   (660)(6603) 
  643 6430 社會保險業   (660)(6601) 
        6602 退休基金 
        (6603) 
  644 6440 再保險業   (660)(6601,6603) 
  645 6450 保險輔助業   672 6720 保險和退休金輔助業
  649 6490 其他保險業   (660)(6603) 
          
J    不動產及租賃業 K    不動產、租賃及工商

活動 
 66   不動產業  70   不動產業 
  661  不動產經營業   701

 
 自己或租賃所有物的

不動產活動 
       702  以手續費或契約為基

礎的不動產活動 
   6611 不動產投資業    7010 自己或租賃所有物的

不動產活動 
   6612 不動產經紀業    7020 以手續費或契約為基

礎的不動產活動 
  669  其他不動產業   (702)   
   6691 不動產管理業    (7020) 
   6699 未分類其他不動產業    (7020) 
 67   租賃業  71   無操作者之機械、設

備租賃及個人和家庭
物品租賃業 

  671  機械設備租賃業   712  其他機械及設備租賃
業 

   6711 產業用機械設備租賃
業 

   7121 農業機械及設備租賃
業 

        7129 未分類其他機械及設
備租賃業 

   6712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
業 

   7122 營造、土木工程機械
及設備租賃業 

   6713 事務用機械設備租賃
業 

   7123 辦公室機械及設備
（包括電腦）租賃業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6714 電腦及週邊設備租賃

業 
   (7123) 

   6719 其他機械設備租賃業    (7129) 
  672  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711  運輸設備租賃業 
   6721 汽車租賃業    7111 陸上運輸設備租賃業
   6722 船舶租賃業    7112 水上運輸設備租賃業
   6723 貨櫃租賃業    (7111) 
   6729 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

賃業 
   (7111)

7113
 
空運運輸設備租賃業

  673  物品租賃業   713  個人及家庭物品租賃
業 

   6731 運動及娛樂用品租賃
業 

   7130 個人及家庭物品租賃
業 

   6732 影片及錄影節目帶租
賃業 

   (7130) 

   6739 其他物品租賃業    (7130) 
          
K    (K)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N    醫療保健和社會工作

     O    其他社區、社會和個
人服務活動 

 69   法律及會計服務業  74   其他工商活動 
  691  法律服務業   741  法律、會計、簿記和

審計活動；稅顧問；
市場研究及公共意見
調查；工商及管理顧
問 

   6911 律師業    7411 法律活動 

   6912 代書事務服務業    (7411) 
   6919 其他法律服務業    (7411) 
  692 6920 會計服務業    7412 會計、簿記及審計活

動；稅顧問 
 70 700  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

業 
 (74) 742  建築、工程及其他技

術活動 
   7000 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

業 
   7421 建築及工程活動和相

關的技術顧問 
 71 710  專門設計服務業  (74) 749  未分類其他工商活動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742)   
   7101 室內設計業    7499 其他未分類工商業活

動 
   7102 積體電路設計業    (7421) 
   71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    (7499) 
 72 720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72   電腦及相關活動 
   7201 電腦軟體服務業    7220 軟體顧問業務及供應
   7202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7210 資訊硬體顧問業務 
   7209 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

務業 
   7290 其他電腦相關活動 

 73   資料處理及資訊供應
服務業 

 (72)
92

   
娛樂、文化和運動活
動 

  731 7310 資料處理服務業   723 7230 資料處理 
  732  資訊供應服務業   724  資料庫活動 
       922  新聞代理商活動 
   7321 網路資訊供應業    7240 資料庫活動 
   7322 新聞供應業    9220 新聞代理商活動 
   7329 其他資訊供應服務業    (7290) 
 74 740  顧問服務業  (74)(741)   
   7401 投資顧問業    (6719)  
   7402 管理顧問業    7414 工商及管理顧問活動
   7403 環境顧問業    (7421) 
   7409 其他顧問服務業    (7421) 
 75   研究發展服務業  73   研究和發展 
  751 7510 自然科學研究發展服

務業 
  731 7310 以自然科學及工程學

為基礎的研究和經驗
發展 

  752 75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
發展服務業 

  732 7320 以社會科學及人文科
學為基礎的研究和經
驗發展 

  753 75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7310,7320)  
 76 760  廣告業  (74) 743  廣告業 
   7601 一般廣告業    7430 廣告業 
   7602 戶外廣告業    (7430) 
   7609 其他廣告業    (7430) 
 77 770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  (74)(741)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術服務業  

 
(85)

(742)
(749)
852

 
 
獸醫活動 

   7701 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
業 

   7413 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

   7702 攝影業    7494 照相活動 
   7703 翻譯服務業    (7499) 
   7704 獸醫服務業    8520 獸醫活動 
   7705 環境檢測服務業    7422 技術檢定及分析 
   7709 未分類其他專業、科

學及技術服務業 
   (7422,7499) 

          
L    教育服務業 M    教育 
 79   教育服務業  80   教育 
  791 7910 學前教育事業   801 8010 基礎教育 
  792 7920 小學    (8010) 
  793 7930 中學    8021 普通中等教育 
  794 7940 職業學校    8022 技術和職業中等教育
  795 7950 大專校院   803 8030 高等教育 
  796 7960 特殊教育事業    (8010,8021,8022) 
  799 7990 其他教育服務業   809 8090 成人和其他的教育 
          
M    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

服務業 
N 85   醫療保健和社會工作

 81   醫療保健服務業   851  人類醫療保健活動 
  811 8110 醫院    8511 醫院活動 
  812 8120 診所    8512 內科和牙科的活動 
  819  其他醫療保健服務業    8519 其他人類醫療保健活

動 
   8191 衛生所及衛生室    (8519) 
   8192 醫事技術業    (3311,8519) 
   8193 助產業    (8519) 
   8199 未分類其他醫療保健

服務業 
   (8519) 

 82 820  社會福利服務業   853  社會工作活動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8201 兒童及少年福利服務

業 
   8531

8532
提供住宿的社會工作
無提供住宿的社會工
作 

   8202 老人福利服務業    (8531,8532) 
   8203 身心障礙者福利服務

業 
   (8531,8532) 

   8204 婦女福利服務業    (8531,8532) 
   8209 其他社會福利服務業    (8531,8532) 

          
          
N    文化、運動及休閒服

務業 
  
(92)

221
 

 
 

出版業 
 

 84   出版業   (221)   
  841 8410 新聞出版業    2212 報紙、雜誌及定期刊

物出版業 
  842 8420 雜誌（期刊）出版業    (2212) 
  843 8430 書籍出版業    2211 書本、小冊子、音樂

課本及其他刊物出版
業 

  849  其他出版業    (2211)
2213

 
記錄媒體出版業 

   8491 有聲出版業    (2213,9249) 
   8492 軟體出版業    (7220) 
   8499 未分類其他出版業    (2211) 
 85   電影業    9211

 
電影片及影帶的製作
和發行 

        9212 電影放映 
  851 8510 電影片製作業    (9211) 

  852 8520 電影片發行業    (9211) 
  853 8530 電影片映演業    (9212) 
  854 8540 電影輔助業    (9211) 
 86   廣播電視業    9213 廣播和電視活動 
  861 8610 廣播業    (9213) 
  862 8620 電視業    (9213) 
  863 8630 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    (9211,9213) 
 87   藝文及運動服務業    9214

 
戲劇藝術､音樂和其
他藝術活動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9241 運動活動 
  871 8710 技藝表演業    (9214) 
        9219 其他娛樂活動 
  872 8720 文學及藝術業    (9214) 
  873 8730 藝文服務業    (9214) 
  874  運動服務業    (9241) 
   8741 職業運動業    (9241) 
   8742 運動場館業    (9241) 
   8749 其他運動服務業    (9241) 
  875 8750 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7499) 

 88 880 8800 圖書館及檔案保存業    9231 圖書館和檔案館活動
 89 890 8900 博物館、歷史遺址及

類似機構 
   9232

 
博物館活動及歷史古
蹟和建築物的維護 

        9233 植物園、動物園及自
然保護區活動 

 90 900  休閒服務業    (9219)
9249

 
其他休閒活動 

   9001 遊樂園業    (9219,9249) 
   9002 視聽及視唱業    (9219) 
   9003 特殊娛樂業    (9219) 
   9004 電子遊戲場業    (9249) 
   9009 其他休閒服務業    (9249) 

          
O    其他服務業   (749)   
      90   污水和廢棄物處理、

環境衛生和相似的活
動 

      91   會員組織活動 
      93   其他服務活動 
     P    個人及家庭受雇業 
 92 920  支援服務業   (749)   
   9201 人力供應業    7491 勞工募集及員工人事

的安排 
   9202 保全服務業    7492 調查及保全活動 
   9203 徵信服務業    (7499)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9204 建築物清潔服務業    (4540)

7493
 
建築物清潔活動 

   9205 病媒防治業    (7493) 
   9206 影印業    (7499) 
   9209 其他支援服務業    (7492)

7495
(7499)

 
包裝活動 
 

 93 930  環境衛生及污染防治
服務業 

 (90) 900  污水和廢棄物處理、環
境衛生和相似的活動 

   9301 廢棄物清除業    9000 污水和廢棄物處理、
環境衛生和相似的活
動 

   9302 廢棄物處理業    (9000) 
   9303 廢(污)水處理業    (9000) 
   9309 其他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 
   (9000) 

 94   宗教、職業及類似組
織 

 (91) 

  941 9410 宗教組織    9191 宗教組織活動 
  942  職業團體   911

 
912

 企業、雇主和專業性
組織活動 
工會活動 

   9421 工商業團體    9111 企業、雇主組織活動
   9422 自由職業團體    9112 專業性組織活動 
   9423 勞工團體    9120 工會活動 
   9424 農民團體    (9111) 
  949  其他組織   919  其他會員組織活動 
   9491 政治團體    9192 政治組織活動 

   9499 未分類其他組織    9199 未分類其他會員組織
活動 

 95   維修服務業   502  機動車輛維修業 
       526  個人及家庭物品修理

業 
  951  汽車維修及汽車美容

業 
  (502)   

   9511 汽車維修業    5020 機動車輛維修業 
   9512 汽車美容業    (5020)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959  其他器物修理業   (526)   
   9591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理

業 
   5260 個人及家庭物品修理

業 
   9592 機車修理業    (5040) 
   9599 未分類其他器物修理

業 
   (5260) 

 96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93) 
      95   個人及家庭受雇業 
  961 9610 洗衣業    9301 紡織品和毛製品的清

洗和乾洗 
  962 9620 理髮及美容業    9302 理髮和其他美容 
  963 9630 殯葬服務業    9303 喪葬及相關活動 
  964 9640 停車場業    (6303) 
  965 9650 家事服務業   950 9500 個人及家庭受雇業 
  969  其他個人服務業    (9309) 
   9691 相片沖洗業    (7494) 
   9692 浴室業    9309 未分類其他服務活動
   9693 裁縫業    (5260) 
   9699 未分類其他個人服務

業 
   (9309) 

          
P    公共行政業 L    公共行政和防衛；義

務性社會安全 
     Q    享有治外法權的組織

和團體 
 98   公務機構及國防事業 75   公共行政和防衛；義

務性社會安全 
  981  公務機構   751  政府行政管理及公眾

的經濟及社會政策 
       752  提供整體社會的服務
       753  義務性社會安全活動
   9811 政府機關    7511 一般公共服務活動 
        7512 提供健康、教育、文

化服務及其他不包括
社會安全的社會服務
等機關活動的規制 



 

 

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 
(第7次修訂,2001年) 

聯合國國際行業標準分類 
(ISIC Rev.3,1989年) 

大類 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大類中類 小類 細類 各  類  名  稱
        7513 為企業更有效率運作

的規制及提升 
        7514 政府的補助服務活動
        7521 外交事務 
        7523 公共治安及安全活動
        7530 義務性社會安全活動
   9812 民意機關    (7511) 
  982 9820 國防事業   (752) 7522 防衛活動 
 99 990  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99 990  享有治外法權的組織

和團體 
   9901 國際組織    9900 享有治外法權的組織

和團體 
   9902 外國使領館    (9900) 
   9909 其他外國機構    (9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