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H 運輸及倉儲業

1.農、林、漁、牧業 A 農、林、漁、牧業 (1) 陸上運輸業 HA 陸上運輸業

(1) 農耕業 AA 農耕業 (2) 水上運輸業 HB 水上運輸業

(2) 畜牧業 AB 畜牧業 (3) 航空運輸業 HC 航空運輸業

(3) 林業及伐木業 AC 林業 (4) 其他運輸及倉儲業 HD 運輸輔助及倉儲業

(4) 漁業 AD 漁業 (5) 郵政快遞及電信業 HE 郵政及快遞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B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7.住宿及餐飲業 I 住宿及餐飲業

(1) 能源礦業 BA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IA 住宿服務業

(2) 其他礦業 BB 土石採取與其他礦業 IB 餐飲業

(3) 土石採取業 J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3.製造業 C 製造業 JA 出版及傳播業

(1) 食品及飲料製造業 CA 食品製造業 JB 電信業

CB 飲料製造業 JC 資訊業

(2) 菸草製造業 CC 菸草製造業 9.金融及保險業 K 金融及保險業

(3) 紡織業 CD 紡織業 (1) 金融及其輔助業 KA 金融中介業

(4) 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 CE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2) 證券及期貨業 KB 保險業

(5)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CF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3) 保險業 KC 證券期貨及其他金融業

(6) 木竹製品製造業 CG 木竹製品製造業 10.不動產及租賃業 L 不動產業

(8)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CH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 不動產業 LA 不動產業

(9) 印刷及其輔助業 CI 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2) 租賃業

(12)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CJ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3) 住宅服務（設算） LB 住宅服務（設算）

(10) 化學材料製造業 CK 化學材料製造業 11.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1) 化學製品製造業 CL 化學製品製造業 N 支援服務業

CM 藥品製造業 NA 租賃業

(13) 橡膠製品製造業 CN 橡膠製品製造業 NB 其他支援服務業

(14) 塑膠製品製造業 CO 塑膠製品製造業 O 公共行政及國防

(15)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CP 非金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2.教育服務業 P 教育服務業

(16) 金屬基本工業 CQ 基本金屬製造業 13.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 Q 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7) 金屬製品製造業 CR 金屬製品製造業 QA 醫療保健服務業

(2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CS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QB 社會工作服務業

(19) 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CT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1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R 藝術、娛樂及休閒服務業

(23) 精密、光學、醫療器材及鐘錶製造 15.其他服務業 S 其他服務業

(21) 電力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 CU 電力設備製造業 SA 對家庭服務之非營利機構生產者

(18)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 CV 機械設備製造業 SB 家事服務生產者

(22)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 CW 汽車及其零件製造業 SC 未分類其他服務業

CX 其他運輸工具製造業 二、政府服務生產者

(7)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 CY 家具製造業 三、其他生產者

(24) 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 CZ 其他製造業註(1) 1.對家庭服務之非營利機構生產者

4.水電燃氣業 D 電力及燃氣供應業 2.家事服務生產者

(1) 電力供應業 DA 電力供應業 合      計 合      計

(2) 氣體燃料供應業 DB 氣體燃料供應業 進口稅 進口稅

E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加值型營業稅 加值型營業稅

(3) 用水供應業 EA 用水供應業 總      計 總      計

EB 污染整治業 農      業 農      業

5.營造業 F 營造業 工      業 工      業

6.批發及零售業 G 批發及零售業 服  務  業 服  務  業

(1) 批發業 GA 批發業 附註：(1)含「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2) 零售業 GB 零售業

         編碼，中業編碼則依聯合國建議亦以英文字母編碼。

      (3)本表僅為主要對照。

      (2)大業編碼已採「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第8次修訂）」大類（英文字母）

表3  國民所得生產帳行業分類調整前後對照表

一、產業

調整前分類及編碼 調整後分類及編碼 調整前分類及編碼 調整後分類及編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