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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 

「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業別項目-製造業」行業標準分類與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對照一覽表 

註：1.本表行業分類方式之依據為行政院 100 年 3 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9 次修正）」。 

註：2.本表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細類代碼之依據為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營業項目代碼表」（網址：http://gcis.nat.gov.tw/cod/）。 

註：3.投資事業從事經營進出口貿易業者，得登記營業項目「F401010 國際貿易業（限所登記營業項目對應之輸出入業）」。 

註：4.上述行業分類或營業項目分類若有爭議時，仍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主。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8 食品製造業 

0812 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0813 肉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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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822 水產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C199040 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 

0840 食用油脂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5010 食用油脂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0840 食用油脂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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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850 乳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2010 乳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850 乳品製造業）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6010 製粉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及 0863 澱粉及
其製品製造業）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6010 製粉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0862 磨粉製品製造業及 0863 澱粉及
其製品製造業） 

C108010 糖類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及
0893 製糖業） 

0870 動物飼料配製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201010 飼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870 動物飼料配製業） 

C201020 寵物食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0870 動物飼料配製業） 

0891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4020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0891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
業） 

0892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99010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92 麵條、粉條類
食品製造業） 

0893 製糖業   

C108010 糖類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863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及
0893 製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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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894 糖果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4010 糖果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894 糖果製造業） 

0896 調味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9010 調味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0896 調味品製造業） 

0897 調理食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品製
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12 冷
凍冷藏肉類製造業、0813 肉品製造業、
0821 冷凍冷藏水產製造業、0822 水產品
製造業、0831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業、0832
蔬果製品製造業及 0897 調理食品製造
業）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99010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99 未分類其他食
品製造業） 

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
業） 

C199040 豆類加工食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
造業） 

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899 未分類其他食品
製造業） 

09 飲料製造業 0911 啤酒製造業 依「菸酒管理法」辦理。 

C113011 製酒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0911 啤酒製造業及 0919 其他酒精飲
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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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5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919 其他酒精飲料製造業 依「菸酒管理法」辦理。 

C113011 製酒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0911 啤酒製造業及 0919 其他酒精飲
料製造業） 

C113020 酒類半成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0919 其他酒精飲料製造
業） 

0920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110010 飲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0920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11 紡織業 

1111 棉、毛紡紗業  

C301010 紡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11 棉、毛紡紗業、1112 人造纖維
紡紗業、1113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及 1119
其他紡紗業） 

1112 人造纖維紡紗業  

C301010 紡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11 棉、毛紡紗業、1112 人造纖維
紡紗業、1113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及 1119
其他紡紗業） 

1113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C301010 紡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11 棉、毛紡紗業、1112 人造纖維
紡紗業、1113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及 1119
其他紡紗業） 

1119 其他紡紗業  

C301010 紡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11 棉、毛紡紗業、1112 人造纖維
紡紗業、1113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及 1119
其他紡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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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6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121 棉、毛梭織布業  

C302010 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21 棉、毛梭織布業、1122 人造纖
維梭織布業、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及 1129 其他織布業） 

1122 人造纖維梭織布業  

C302010 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21 棉、毛梭織布業、1122 人造纖
維梭織布業、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及 1129 其他織布業） 

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C302010 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21 棉、毛梭織布業、1122 人造纖
維梭織布業、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及 1129 其他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  

C302010 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21 棉、毛梭織布業、1122 人造纖
維梭織布業、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及 1129 其他織布業） 

1129 其他織布業  

C302010 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121 棉、毛梭織布業、1122 人造纖
維梭織布業、1123 玻璃纖維梭織布業、
1124 針織布業及 1129 其他織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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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7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130 不織布業  
C303010 不織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1130 不織布業） 

1140 印染整理業  
C305010 印染整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140 印染整理業） 

1151 紡織製成品製造業  

C399990 其他紡織及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151 紡織製成品製造
業及 1159 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1152 繩、纜、網製造業  
CI01010 繩、纜、網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152 繩、纜、網製造業） 

1159 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C399990 其他紡織及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151 紡織製成品製造
業及 1159 其他紡織品製造業）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1211 梭織外衣製造業  

C306010 成衣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211 梭織外衣製造業、1212 梭織內
衣及睡衣製造業、12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及 12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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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8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212 梭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C306010 成衣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211 梭織外衣製造業、1212 梭織內
衣及睡衣製造業、12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及 12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12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C306010 成衣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211 梭織外衣製造業、1212 梭織內
衣及睡衣製造業、12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及 12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12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C306010 成衣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211 梭織外衣製造業、1212 梭織內
衣及睡衣製造業、1221 針織外衣製造業
及 1222 針織內衣及睡衣製造業） 

1231 襪類製造業  

C307010 服飾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231 襪類製造業、1232 紡織
手套製造業及 123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1232 紡織手套製造業  

C307010 服飾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231 襪類製造業、1232 紡織
手套製造業及 123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1233 紡織帽製造業  

CJ01010 製帽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233 紡織帽製造業、1309 其他皮革、毛
皮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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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9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23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C307010 服飾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231 襪類製造業、1232 紡織
手套製造業及 1239 其他服飾品製造業） 

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

造業 

13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C401030 皮革、毛皮整製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301 皮革、毛皮整製業） 

1302 鞋類製造業  
CK01010 製鞋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302 鞋類製造業） 

1303 行李箱及手提袋製造業  

CM01010 箱、包、袋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303 行李箱及手提袋製造
業） 

1309 其他皮革、毛皮製品製造業  

C402030 皮革、毛皮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309 其他皮革、毛皮
製品製造業） 

CJ01010 製帽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233 紡織帽製造業、1309 其他皮革、毛
皮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1401 製材業  
C501010 製材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1401 製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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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0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402 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業  

C501030 合板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2 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業） 

C501040 組合木材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402 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
業） 

1403 建築用木製品製造業  

C501990 其他木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403 建築用木製品製造業
及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 

1404 木質容器製造業  
C501060 木質容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404 木質容器製造業）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  

C501070 竹、藤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
業） 

C501990 其他木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403 建築用木製品製造業
及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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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1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5 紙漿、紙及紙品製造業 

1511 紙漿製造業  
C601010 紙漿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511 紙漿製造業） 

1512 紙張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601020 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1512 紙張製造業） 

1513 紙板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601020 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1512 紙張製造業） 

1520 紙容器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601030 紙容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520 紙容器製造業） 

1591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601050 家庭及衛生用紙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591 家庭及衛生用紙
製造業） 

1599 未分類其他紙製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601040 加工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599 未分類其他紙製品製造
業） 

C601990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599 未分類其他紙製品製
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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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C803011 石油煉製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C803021 酒精汽油與生質柴油及廢棄物回
收產生石油等再生能源生產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1700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
業） 

C803990 其他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700 石油及煤製品
製造業） 

18 化學材料製造業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非屬硝化甘油、水銀法鹼氯、CFC、海龍、三氯乙烷、

四氯化碳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列管化學物質甲

類化學品者。 

C801010 基本化學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硝
化甘油、水銀法鹼氯、CFC、海龍、三氯
乙烷、四氯化碳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
約列管化學物質甲類化學品者除外） 

C801030 精密化學材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
業；硝化甘油、水銀法鹼氯、CFC、海龍、
三氯乙烷、四氯化碳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
器公約列管化學物質甲類化學品者除外） 

C801081 食用酒精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業） 

C801091 非食用酒精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
業） 

C801990 其他化學材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1810 基本化學材料製造
業；硝化甘油、水銀法鹼氯、CFC、海龍、
三氯乙烷、四氯化碳及聯合國禁止化學武
器公約列管化學物質甲類化學品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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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C8010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
業） 

1830 肥料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801110 肥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830 肥料製造業） 

1841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841 合成樹脂及塑膠
製造業） 

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C801060 合成橡膠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842 合成橡膠製造業） 

1850 人造纖維製造業  
C801120 人造纖維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820 石油化工原料製造業） 

19 化學品製造業 1910 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 

1. 依「農藥管理法」或「環境用藥管理法」辦理。 

2.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

於 50%。 

C802070 農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910 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業） 

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910 農藥及環境用藥製造
業） 



版本日期：2015-07 

                

              
製造業-14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1920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限染料及顏料之製造者  

C802200 塗料、油漆、染料及顏料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920 塗料、
染料及顏料製造業；限染料及顏料之製造
者） 

1930 清潔用品製造業  
C802090 清潔用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930 清潔用品製造業） 

1940 化粧品製造業  

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1940 化粧品製造業） 

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1940 化粧品製造業） 

1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非屬「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禁止製造之毒性化學物；

非屬軍用之火藥引信、導火劑、雷汞；非屬經營事業

用之炸藥成品、火工製品及前揭 2 項爆炸物之火藥類

與炸藥類原料之製造者。 

C802120 工業助劑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1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非屬「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禁止製造之
毒性化學物；非屬軍用之火藥引信、導火
劑、雷汞；非屬經營事業用之炸藥成品、
火工製品及前揭2項爆炸物之火藥類與炸
藥類原料之製造者） 

C802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1990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
業及 200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非屬「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禁止製造之毒性化學
物；非屬軍用之火藥引信、導火劑、雷汞；
非屬經營事業用之炸藥成品、火工製品及
前揭2項爆炸物之火藥類與炸藥類原料之
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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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5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

造業 

2001 原料藥製造業 

1. 非屬中藥原料藥之製造者。 

2.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

於 50%。 

C802041 西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001 原料藥製造業、2003 生物
藥品製造業及 200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
業） 

C802060 動物用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001 原料藥製造業；中藥原
料藥之製造者除外） 

2003 生物藥品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802041 西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001 原料藥製造業、2003 生物
藥品製造業及 200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
業） 

200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業  

C802041 西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001 原料藥製造業、2003 生物
藥品製造業及 2005 體外檢驗試劑製造
業） 

21 橡膠製品製造業 

2101 輪胎製造業  
C804010 輪胎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101 輪胎製造業） 

2102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業  

C804020 工業用橡膠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102 工業用橡膠製品
製造業） 

210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  

C804990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109 其他橡膠製品製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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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6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2201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業  

C805010 塑膠皮、板、管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201 塑膠皮、板、
管材製造業） 

2202 塑膠膜袋製造業  
C805020 塑膠膜、袋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202 塑膠膜袋製造業） 

2203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  

C805050 工業用塑膠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203 工業用塑膠製品
製造業） 

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C805030 塑膠日用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C805070 強化塑膠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C805990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CJ01010 製帽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1233 紡織帽製造業、1309 其他皮革、毛
皮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
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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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7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造業、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及 2319 其他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 

2312 玻璃容器製造業  

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造業、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及 2319 其他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  

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造業、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及 2319 其他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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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8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319 其他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C901020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11 平板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造業、2313
玻璃纖維製造業及 2319 其他玻璃及其製
品製造業） 

2321 耐火材料製造業  
C901060 耐火材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321 耐火材料製造業）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
造業、2323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及 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2323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
造業、2323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及 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C901010 陶瓷及陶瓷製品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22 黏土建築材料製
造業、2323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及 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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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19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331 水泥製造業  
C901030 水泥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331 水泥製造業） 

23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C901040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332 預拌混凝土製造業） 

2333 水泥製品製造業  

C901050 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33 水泥製品製造
業） 

2340 石材製品製造業  
C901070 石材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340 石材製品製造業） 

2391 研磨材料製造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91 研磨材料製
造業、2392 石灰製造業、2393 石膏製品
製造業及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2392 石灰製造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91 研磨材料製
造業、2392 石灰製造業、2393 石膏製品
製造業及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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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0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393 石膏製品製造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91 研磨材料製
造業、2392 石灰製造業、2393 石膏製品
製造業及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C90199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391 研磨材料製
造業、2392 石灰製造業、2393 石膏製品
製造業及 2399 未分類其他非金屬礦物製
品製造業） 

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2411 鋼鐵冶鍊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A01010 鋼鐵冶鍊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411 鋼鐵冶鍊業） 

2412 鋼鐵鑄造業  
CA01030 鋼鐵鑄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412 鋼鐵鑄造業） 

241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CA01020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413 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2414 鋼鐵伸線業  
CA01060 鋼線鋼纜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414 鋼鐵伸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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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1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421 鍊鋁業  
CA01080 鍊鋁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2421 鍊鋁業） 

2422 鋁鑄造業  
CA01090 鋁鑄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2422 鋁鑄造業） 

2423 鋁材軋延、擠型、伸線業  

CA01100 鋁材軋延、伸線、擠型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423 鋁材軋延、擠
型、伸線業） 

2431 鍊銅業  
CA01110 鍊銅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2431 鍊銅業） 

2432 銅鑄造業  
CA01120 銅鑄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2432 銅鑄造業） 

2433 銅材軋延、擠型、伸線業  

CA01130 銅材軋延、伸線、擠型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433 銅材軋延、擠
型、伸線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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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CA01150 鎂鑄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CA01990 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
造業及 2499 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
業；金屬鎘冶煉工業者除外） 

2499 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 非屬金屬鎘冶煉工業者。 

CA01140 鍊鎂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2499 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業） 

CA01160 鎂材軋延、伸線、擠型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499 未分類其他基
本金屬製造業） 

CA01990 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491 其他基本金屬鑄
造業及 2499 未分類其他基本金屬製造
業；金屬鎘冶煉工業者除外）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 

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1. 刀械製造依「槍砲彈藥刀械許可及管理辦法」辦

理。 

2.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

於 50%。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 

2512 金屬模具製造業  
CQ01010 模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512 金屬模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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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521 金屬結構製造業  

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521 金屬結構製
造業及 2522 金屬建築組件製造業） 

2522 金屬建築組件製造業  

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521 金屬結構製
造業及 2522 金屬建築組件製造業）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容器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2539 其他金屬容器製造業  
CA02060 金屬容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9 其他金屬容器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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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4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541 金屬鍛造業  
CA02080 金屬鍛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541 金屬鍛造業） 

2542 粉末冶金業  
CA05010 粉末冶金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542 粉末冶金業） 

2543 金屬熱處理業  
CA03010 熱處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2543 金屬熱處理業） 

2544 金屬表面處理業  
CA04010 表面處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544 金屬表面處理業） 

2549 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  
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49 其他金屬加工處理業） 

2591 螺絲、螺帽及鉚釘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A02030 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
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591 螺絲、螺帽及鉚釘製造業） 

2592 金屬彈簧製造業  
CA02040 彈簧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592 金屬彈簧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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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5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593 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CA02090 金屬線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593 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2599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CA02070 製鎖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2599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CA02990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599 未分類其他金屬製
品製造業） 

CO01010 餐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1409 其他木竹製品製造業、2209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2312 玻璃容器製
造業、2329 其他陶瓷製品製造業、2511
金屬手工具製造業、2599 未分類其他金
屬製品製造業）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1. 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1 積體電路製造業）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13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業 
1. 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3 半導體封裝及測試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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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6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30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造業 
1. 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41 液晶面板及其組件製
造業） 

2642 發光二極體製造業 
1. 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42 發光二極體製造業） 

2643 太陽能電池製造業 
1. 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43 太陽能電池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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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7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612 分離式元件製造業、
2620 被動電子元件製造業、2630 印刷電
路板製造業、2649 其他光電材料及元件
製造業、2691 印刷電路板組件製造業及
2699 未分類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699 未分類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832 配線器材
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及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
射控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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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8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

製品製造業 

2711 電腦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11 電腦製造業、
2712 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及 2719 其
他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2712 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11 電腦製造業、
2712 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及 2719 其
他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2719 其他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11 電腦製造業、
2712 顯示器及終端機製造業及 2719 其
他電腦週邊設備製造業） 

2721 電話及手機製造業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及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及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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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29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
業、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
相機製造業、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
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及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及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
業、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
相機製造業、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
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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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0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74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  

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40 資料儲存媒
體製造業）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及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
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
業） 

CE01021 度量衡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
製造業） 

CE01990 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
及控制設備製造業、2760 輻射及電子醫
學設備製造業及 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
備製造業） 

2752 鐘錶製造業  
CE01040 鐘錶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752 鐘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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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1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
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
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
業、3321 眼鏡製造業及 3329 其他醫療
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21 電話及手機製
造業、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業、
2751 量測、導航及控制設備製造業及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業） 

CE01990 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
及控制設備製造業、2760 輻射及電子醫
學設備製造業及 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
備製造業） 

2771 照相機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
業、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
相機製造業、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
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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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
業、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
相機製造業、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
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CE01990 其他光學及精密器械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51 量測、導航
及控制設備製造業、2760 輻射及電子醫
學設備製造業及 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
備製造業）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 

28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810 發電、輸
電、配電機械製造業；2890 其他電力設
備製造業，限風力發電設備之製造者） 

2820 電池製造業  
CC01090 電池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820 電池製造業） 

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及
2842 照明器具製造業） 

2842 照明器具製造業  

CC01040 照明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841 電燈泡及燈管製造業及
2842 照明器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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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890 其他電力設備製造業 限風力發電設備之製造者。 

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810 發電、輸
電、配電機械製造業；2890 其他電力設
備製造業，限風力發電設備之製造者） 

2831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CC01020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2831 電線及電纜製造業） 

2832 配線器材製造業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699 未分類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832 配線器材
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及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
射控者除外） 

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CB01071 冷凍空調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
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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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4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2853 家用洗衣設備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730 視聽電子產
品製造業、2851 家用空調器具製造業、
2852 家用電冰箱製造業、2853 家用洗衣
設備製造業、2854 家用電扇製造業及
2859 其他家用電器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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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5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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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6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12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12 金屬切削工具機製造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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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7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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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8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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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39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2 採礦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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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0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3 食品、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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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1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

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版本日期：2015-07 

                

              
製造業-4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版本日期：2015-07 

                

              
製造業-4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6 化工機械設備製造業 

1.非屬「同位素分離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2.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3.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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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4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2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 

1.應提出產業合作策略並經專案審查通過。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28 電子及半導體生產用機
械設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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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5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699 未分類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832 配線器材
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及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
射控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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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6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31 原動機製造業 

1.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超過 10000 千瓦

者」、「反作用式引擎(渦輪噴射引擎除外)」者。 

2.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3.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32 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2 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及 2938 動力
手工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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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7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2 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及 2938 動力
手工具製造業） 

CA02050 閥類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
造業） 

CR01010 瓦斯器材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933 泵、壓縮機、
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2 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及 2938 動力
手工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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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8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35 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531 鍋爐、金屬貯槽及壓力
容器製造業、2911 冶金機械製造業、2919
其他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1
農用及林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2 採礦
及營造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3 食品、
飲料及菸草製作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4
紡織、成衣及皮革生產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2925 木工機械設備製造業、2926 化
工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同位素分離機
與設備及其零件」、2927 橡膠及塑膠加工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
用機械設備製造業；非屬火器、武器製造、 
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2931 原動機
製造業；非屬「水力渦輪機及水輪，功率
超過 10000 千瓦者」、「反作用式引擎(渦
輪噴射引擎除外)」者及 2935 輸送機械設
備製造業） 

2936 事務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6 事務機械設備製造業） 

2937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1.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2.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30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937 污染防治設備製造
業） 

2938 動力手工具製造業  

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2 流體傳動設備製造業、
2933 泵、壓縮機、活栓及活閥製造業、
2934 機械傳動設備製造業及 2938 動力
手工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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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49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 

1. 非屬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射控者。 

2. 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陸資持股比率不得超過

20%；合資新設事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3.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CB01041 機械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
射控者除外） 

CB01071 冷凍空調設備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
藥、射控者除外） 

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2699 未分類
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業、2832 配線器材
製造業、2929 未分類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製造業及 2939 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
業；火器、武器製造、槍械修理、彈藥、
射控者除外） 

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3010 汽車製造業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010 汽車製造業、3020
車體製造業及 3030 汽車零件製造業） 

3020 車體製造業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010 汽車製造業、3020
車體製造業及 3030 汽車零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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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50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3030 汽車零件製造業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010 汽車製造業、3020
車體製造業及 3030 汽車零件製造業）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製造業 

3110 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  

CD01010 船舶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110 船舶及其零件製造
業） 

3121 機車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121 機車製造業及
3122 機車零件製造業） 

3122 機車零件製造業 
限投資臺灣地區現有事業，且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121 機車製造業及
3122 機車零件製造業） 

3131 自行車製造業  

CD01050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131 自行車製造業及
3132 自行車零件製造業） 

3132 自行車零件製造業  
CD01050 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131 自行車製造業及
3132 自行車零件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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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51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3190 未分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  

非屬航空器、軍用船舶、軍用車輛及其零組件之製造

者。 

CD01020 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190 未分類其他運
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航空器、軍用船
舶、軍用車輛及其零組件之製造者除外） 

CD01990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190 未分類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航空器、
軍用船舶、軍用車輛及其零組件之製造者
除外） 

32 家具製造業 

3211 木製家具製造業  

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211 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9 其他非金屬家具製造業及 3220 金
屬家具製造業） 

3219 其他非金屬家具製造業  

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211 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9 其他非金屬家具製造業及 3220 金
屬家具製造業） 

3220 金屬家具製造業  

CN01010 家具及裝設品製造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3211 木製家具製造業、
3219 其他非金屬家具製造業及 3220 金
屬家具製造業） 

33 其他製造業 3311 體育用品製造業  
CH01010 體育用品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3311 體育用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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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52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3312 玩具製造業  
CH01040 玩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312 玩具製造業） 

3313 樂器製造業  
CH01020 樂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313 樂器製造業） 

3314 文具製造業  
CH01030 文具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314 文具製造業） 

3321 眼鏡製造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
業、3321 眼鏡製造業及 3329 其他醫療
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CE01030 光學儀器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2729 其他通訊傳播設備製造
業、2730 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2771 照
相機製造業、2779 其他光學儀器及設備
製造業及 3321 眼鏡製造業） 

3329 其他醫療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CF01011 醫療器材製造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2760 輻射及電子醫學設備製造
業、3321 眼鏡製造業及 3329 其他醫療
器材及用品製造業） 

3391 珠寶及金工製品製造業  

CG01010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製造業（限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391 珠寶及金工製
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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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53 

行業標準分類 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3392 拉鍊及鈕扣製造業  
CZ99020 拉鍊及鈕扣製造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3392 拉鍊及鈕扣製造業） 

3399 其他未分類製造業 非屬象牙加工者。 

CL01010 製傘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399 其他未分類製造業；象牙加工者除
外） 

CZ99990 未分類其他工業製品製造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399 其他未分類
製造業；象牙加工者除外） 

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

安裝業 
340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3400 產業用機械設備
維修及安裝業中之民用航空器維修） 

E604010 機械安裝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3400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
業） 

 



版本日期：2016-08 

 服務業-1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服務業」行業標準分類與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對照一覽表 

註：1.本表行業分類方式之依據為行政院 100 年 3 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第 9 次修正）」。 

註：2.本表擬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細類代碼之依據為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營業項目代碼表」（網址：http://gcis.nat.gov.tw/cod/）。 

註：3.投資事業從事經營進出口貿易業者，得登記營業項目「F401010 國際貿易業（限所登記營業項目對應之輸出入業）」。 

註：4.上述行業分類或營業項目分類若有爭議時，仍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主。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1 農、牧業 0133 畜牧服務業 
屬附帶於畜牧業之顧問服務業，且非涉及家禽孵育及

家畜禽配種者 

I101070 農、林、漁、畜牧顧問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0133 畜牧服務業中之
屬附帶於畜牧業之顧問服務業；涉及家禽
孵育及家畜禽配種除外） 

05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非屬採礦者 

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採礦除外） 

I101080 工礦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
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採礦除外） 

06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0600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 非屬採礦者 

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採礦除外） 

I101080 工礦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
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採礦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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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07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700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非屬採礦者 

I101061 工程技術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
土石採取業；採礦除外） 

I101080 工礦顧問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0500 石油及天然氣礦業、0600 砂、
石及黏土採取業及 0700 其他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採礦除外） 

37 廢（污）水處理業 3700 廢（污）水處理業  
J101060 廢（污）水處理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3700 廢（污）水處理業） 

38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

源回收處理業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  

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及 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3821 無害廢棄物處
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  

J101030 廢棄物清除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及 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3821 無害廢棄物處
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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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3821 無害廢棄物處理業  

J101040 廢棄物處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21 無害廢棄物處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3821 無害廢棄物處
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J101040 廢棄物處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21 無害廢棄物處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J101090 廢棄物清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3811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3812
有害廢棄物清除業、3821 無害廢棄物處
理業及 3822 有害廢棄物處理業） 

3830 資源回收處理業  
J101080 資源回收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3830 資源回收業） 

45-46 批發業 

4510 商品經紀業 非屬活動物之商品經紀商者  

4520 綜合商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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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4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31 穀類及豆類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A102060 糧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4531 穀類及豆類批發業；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F1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批發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531 穀類及豆類批發業
及 4539 其他農產原料批發業；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4532 花卉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1100 花卉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32 花卉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
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4539 其他農產原料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批發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531 穀類及豆類批發業
及 4539 其他農產原料批發業；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F103010 飼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39 其他農產原料批發業；農產品
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4541 蔬果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1130 蔬果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1 蔬果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
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4542 肉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1040 家畜家禽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2 肉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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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5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43 水產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1050 水產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543 水產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
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及 4549 其他食
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
品批發市場除外）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 非屬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F102020 食用油脂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
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
發市場除外）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及 4549 其他食
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
品批發市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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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6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46 菸酒批發業  

F102030 菸酒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 

F401161 菸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F401171 酒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4547 非酒精飲料批發業  
F102040 飲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7 非酒精飲料批發業） 

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  

F102050 茶葉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及 4549 其他食

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

品批發市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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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7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49 其他食品批發業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44 冷凍調理食品批發業、
4545 乳製品、蛋及食用油脂批發業、4548
咖啡、茶葉及香料批發業及 4549 其他食
品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
品批發市場除外） 

4551 布疋批發業  

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51
布疋批發業、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4553 鞋類批發業及 4559 其他服飾
品批發業） 

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業  

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51
布疋批發業、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4553 鞋類批發業及 4559 其他服飾
品批發業） 

4553 鞋類批發業  

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51
布疋批發業、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4553 鞋類批發業及 4559 其他服飾
品批發業） 

4559 其他服飾品批發業  

F1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51
布疋批發業、4552 服裝及其配件批發
業、4553 鞋類批發業及 4559 其他服飾
品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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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8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61 家庭電器批發業  
F113020 電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61 家庭電器批發業） 

4562 家具批發業  

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
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62 家
具批發業及 4563 家飾品批發業） 

4563 家飾品批發業  

F10505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批
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62 家
具批發業及 4563 家飾品批發業） 

F106010 五金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63 家飾品批發業及 4569 其他家
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563 家飾品批發業及
456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4564 家用攝影器材及光學產品批發業  

F116010 照相器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4 家用攝影器材及光學產品
批發業）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4 家用攝影器材及光學產品
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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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9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
器具批發業） 

F110010 鐘錶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 

F110020 眼鏡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 

4566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批發業  

F115010 首飾及貴金屬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566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批
發業） 

4567 清潔用品批發業  
F107030 清潔用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7 清潔用品批發業） 

456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批發
業） 

F106010 五金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63 家飾品批發業及 4569 其他家
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F106050 陶瓷玻璃器皿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563 家飾品批發業及
456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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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0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  

F108011 中藥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 

F108021 西藥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
器具批發業） 

4572 化粧品批發業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572 化粧品批發業） 

4581 書籍、文具批發業  

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81 書籍、文具
批發業、458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及
4583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458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  

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81 書籍、文具
批發業、458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及
4583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F114040 自行車及其零件批發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582 運動用品、器材批
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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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1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583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F10907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批發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581 書籍、文具
批發業、4582 運動用品、器材批發業及
4583 玩具、娛樂用品批發業）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4612 磚瓦、
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4613 磁磚、
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4615 金屬
建材批發業及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12 磚瓦、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4612 磚瓦、
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4613 磁磚、
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4615 金屬
建材批發業及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13 磁磚、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4612 磚瓦、
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4613 磁磚、
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4615 金屬
建材批發業及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14 漆料、塗料批發業  
F107010 漆料、塗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614 漆料、塗料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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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2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615 金屬建材批發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4612 磚瓦、
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4613 磁磚、
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4615 金屬
建材批發業及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F111090 建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11 木製建材批發業、4612 磚瓦、
砂石、水泥及其製品批發業、4613 磁磚、
貼面石材、衛浴設備批發業、4615 金屬
建材批發業及 4619 其他建材批發業） 

4621 化學材料批發業  

F107050 肥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21 化學原料批發業） 

F107200 化學原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21 化學原料批發業）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F107020 染料、顏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F107041 農藥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F107170 工業助劑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F107190 塑膠膜、袋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F107990 其他化學製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622 化學製品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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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3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631 液體、氣體燃料及相關產品批發業  

F112010 汽油、柴油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631 液體、氣體燃料及相關
產品批發業） 

F112040 石油製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31 液體、氣體燃料及相關產
品批發業） 

F401190 天然氣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631 液體、氣體燃料及相關產品
批發業） 

4639 其他燃料批發業  

F112020 煤及煤製品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639 其他燃料批發業） 

F112030 木炭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39 其他燃料批發業） 

464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業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1 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軟體批發業及 4644 辦公用機械
器具批發業） 

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4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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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4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業  

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
業） 

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
業）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
組件批發業） 

F113110 電池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4643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業  

F113010 機械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43 農用及工業用機械設備批發
業） 

4644 辦公用機械器具批發業  

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1 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軟體批發業及 4644 辦公用機械
器具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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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5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F106030 模具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5 鐘錶及眼鏡批發業、4571
藥品及醫療用品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
器具批發業） 

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564 家用攝影器材及光學產品
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F113060 度量衡器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F113100 污染防治設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F113110 電池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42 電子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業及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 

F113990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F114060 船舶及其零件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發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F114080 軌道車輛及其零件批發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
發業） 

F114990 其他交通運輸工具及其零件批發
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
機械器具批發業） 

F117010 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649 其他機械器具批發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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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6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651 汽車批發業  
F114010 汽車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51 汽車批發業） 

4652 機車批發業  
F114020 機車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52 機車批發業） 

4653 汽機車零配件、用品批發業  

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653 汽機車零配件、
用品批發業） 

F114050 車胎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53 汽機車零配件、用品批發業） 

4691 回收物料批發業  
F199010 回收物料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691 回收物料批發業） 

4699 未分類其他專賣批發業  

F199990 其他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20 綜合商品批發業及 4699 未分
類其他專賣批發業；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
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 

F115020 礦石批發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699 未分類其他專賣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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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7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48 零售業 

4711 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711 食品飲料為主之綜
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及飲料、
菸草製品零售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
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399010 便利商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11 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
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
除外） 

F301020 超級市場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11 食品飲料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
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
除外） 

F401161 菸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F401171 酒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4719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399990 其他綜合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19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藥
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301010 百貨公司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19 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藥局、
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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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8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21 蔬果零售業  
F201010 農產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721 蔬果零售業） 

4722 肉品零售業  

F201020 畜產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722 肉品零售業；活動物之零售
除外） 

4723 水產品零售業  
F201030 水產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723 水產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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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19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29 其他食品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201990 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729 其他食品及飲料、
菸草製品零售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
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711 食品飲料為主之綜
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及飲料、
菸草製品零售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
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203020 菸酒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29 其他食品及飲料、菸草製品零
售業；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
售除外） 

F401161 菸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F401171 酒類輸入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546 菸酒批發業、4711 食品飲料
為主之綜合商品零售業及 4729 其他食品
及飲料、菸草製品零售業） 

4731 布疋零售業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31
布疋零售業、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
業、4733 鞋類零售業及 4739 其他服飾
品零售業） 

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業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31
布疋零售業、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
業、4733 鞋類零售業及 4739 其他服飾
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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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0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33 鞋類零售業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31
布疋零售業、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
業、4733 鞋類零售業及 4739 其他服飾
品零售業） 

4739 其他服飾品零售業  

F204110 布疋、衣著、鞋、帽、傘、服飾品
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31
布疋零售業、4732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
業、4733 鞋類零售業及 4739 其他服飾
品零售業）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  

F213010 電器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3110 電池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4742 家具零售業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
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42 家
具零售業及 4743 家飾品零售業） 

4743 家飾品零售業  

F205040 家具、寢具、廚房器具、裝設品零
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42 家
具零售業及 4743 家飾品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3 家飾品零售業、4749 其他家
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及 4852 其他全新商
品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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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1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44 鐘錶及眼鏡零售業  

F210010 鐘錶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4 鐘錶及眼鏡零售業） 

F210020 眼鏡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4 鐘錶及眼鏡零售業） 

4745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零售業  

F215010 首飾及貴金屬零售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745 珠寶及貴金屬製品零
售業）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3 家飾品零售業、4749 其他家
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及 4852 其他全新商
品零售業） 

F206020 日常用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
業） 

F207030 清潔用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
業） 

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
業） 

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
業） 

F213990 其他機械器具零售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
零售業） 

F216010 照相器材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749 其他家庭器具及用品零售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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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2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761 書籍、文具零售業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61 書籍、文具
零售業、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售業、
4763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及 4764 音
樂帶及影片零售業） 

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售業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61 書籍、文具
零售業、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售業、
4763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及 4764 音
樂帶及影片零售業） 

F214040 自行車及其零件零售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
售業） 

4763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61 書籍、文具
零售業、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售業、
4763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及 4764 音
樂帶及影片零售業） 

4764 音樂帶及影片零售業  

F209060 文教、樂器、育樂用品零售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761 書籍、文具
零售業、4762 運動用品、器材零售業、
4763 玩具、娛樂用品零售業及 4764 音
樂帶及影片零售業） 

4810 建材零售業  

F207010 漆料、塗料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810 建材零售業） 

F211010 建材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10 建材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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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3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821 加油（氣）站業  
F212011 加油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4821 加油（氣）站業） 

4829 其他燃料零售業  

F212050 石油製品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29 其他燃料零售業） 

F212030 煤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4829 其他燃料零售業） 

F212040 木炭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29 其他燃料零售業）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零售業  

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831 電腦及其週
邊設備、軟體零售業） 

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零售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零售業、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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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4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  

F213010 電器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零售業、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3110 電池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3010 電器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83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
零售業、4832 通訊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F213110 電池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1 家庭電器零售業、4832 通訊
設備零售業及 4833 視聽設備零售業） 

4841 汽車零售業  
F214010 汽車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41 汽車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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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5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842 機車零售業  
F214020 機車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42 機車零售業） 

4843 汽機車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F2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零售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4843 汽機車零配件、
用品零售業） 

F214050 車胎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43 汽機車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4851 花卉零售業  
F201070 花卉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1 花卉零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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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26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202010 飼料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 

F206010 五金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743 家飾品零售業、4749 其他家
庭器具及用品零售業及 4852 其他全新商
品零售業） 

F207190 塑膠膜、袋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
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215020 礦石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藥局、
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F299990 其他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及 4872 直銷業；多層次
傳銷，以及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
之零售除外） 

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299990 其他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及 4872 直銷業；多層次
傳銷，以及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
之零售除外） 

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及 4879
未分類其他無店面零售業；藥局、藥房、
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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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872 直銷業 
1. 非屬多層次傳銷者。 

2.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299990 其他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4852 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4853
中古商品零售業及 4872 直銷業；多層次
傳銷，以及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
之零售除外） 

4879 未分類其他無店面零售業 非屬藥局、藥房、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者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87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及 4879
未分類其他無店面零售業；藥局、藥房、
藥粧店或活動物之零售除外） 

49 陸上運輸業 

4920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 

1. 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

案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審查。 

2. 限大眾捷運系統、輕軌運輸系統。 

3.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102011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4920 大眾捷運系統運輸
業中之大眾捷運系統及輕軌運輸系統） 

4939 其他汽車客運業 屬附駕駛之小客車租賃業者 

G101041 小客車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939 其他汽車客運業及 7721
汽車租賃業中之小客車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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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4940 汽車貨運業  

G101061 汽車貨運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4940 汽車貨運業） 

G101071 汽車路線貨運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940 汽車貨運業） 

G101081 汽車貨櫃貨運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940 汽車貨運業） 

G101091 小貨車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940 汽車貨運業及 7721 汽車
租賃業中之小貨車租賃業） 

4990 其他陸上運輸業 限空中纜車運輸服務者 

G799990 其他運輸輔助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4990 其他陸上運輸業中之空
中纜車運輸服務） 

50 水上運輸業 5010 海洋水運業 
屬船舶運送業，限於大陸籍業者依「海峽兩岸海運協

議」來臺設立分公司及辦事處者 

G301011 船舶運送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5010 海洋水運業） 

51 航空運輸業 5100 航空運輸業 

限依條約、協定或海峽兩岸相關空運協議規定，或經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核准來臺經營民

用航空運輸業務者，其在臺設立之分公司或辦事處。 

G501011 民用航空運輸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5100 航空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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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52 運輸輔助業 

5241 停車場業  
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5241 停車場業） 

5249 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 

1.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案審查。 

2.限公路橋樑及隧道管理、公路客運之轉運站、車站、

調度站。 

3.公路橋樑及隧道管理之外資（含陸資）持股比率須

低於 50％，且不得超過臺灣地區最大股東之持股比

率。 

G799990 其他運輸輔助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5249 其他陸上運輸輔助業中
之公路橋樑及隧道管理、公路客運之轉運
站、車站、調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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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5251 港埠業 

1.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案審查。 

2.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超過其他非陸資

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3.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406040 商港區拖駁船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
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及
業務範圍者） 

G406051 商港區船舶理貨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
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
及業務範圍者） 

G406061 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者） 

CD01071 商港區船舶小修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
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
及業務範圍者） 

F399020 商港區船舶船員日用品供應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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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1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 

1.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案審查。 

2.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超過其他非陸資

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3.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406040 商港區拖駁船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
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及
業務範圍者） 

G406051 商港區船舶理貨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
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
及業務範圍者） 

G406061 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者） 

CD01071 商港區船舶小修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
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
及業務範圍者） 

F399020 商港區船舶船員日用品供應業（限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251 港埠業及
5259 其他水上運輸輔助業；均限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者） 

52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1.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

案審查。 

2.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超過其他非陸資

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3.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404011 貨櫃集散站經營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5290 其他運輸輔助業；限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
建設案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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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2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53 倉儲業 

5301 普通倉儲業 

1. 非屬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者。 

2. 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

案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審查。 

3. 民用航空站之倉儲業須位於陸側且非涉及管制區

者；且外資(含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並不

得超過臺灣地區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4. 港埠之倉儲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

超過其他非陸資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5.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801010 倉儲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5301 普通倉儲業及 5302 冷凍冷藏倉
儲業；均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
且非屬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者） 

5302 冷凍冷藏倉儲業 

1. 非屬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者。 

2. 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

案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審查。 

3. 民用航空站之倉儲業須位於陸側且非涉及管制區

者；外資(含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

超過臺灣地區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4. 港埠之倉儲業陸資持股比率須低於 50％，且不得

超過其他非陸資最大股東之持股比率。 

5. 對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力。 

G801010 倉儲業 G801010 倉儲業（限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301 普通倉儲業及
5302 冷凍冷藏倉儲業；均限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之營
運區域及業務範圍且非屬保稅倉庫或物
流中心者） 

55 住宿服務業 5510 短期住宿服務業 屬觀光旅館者 

J901011 觀光旅館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5510 短期住宿服務業中之觀光旅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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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3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56 餐飲業 

5610 餐館業  
F501060 餐館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5610 餐館業） 

5621 非酒精飲料店業  
F501030 飲料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5621 非酒精飲料店業） 

5622 酒精飲料店業  
F501050 飲酒店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5622 酒精飲料店業） 

61 電信業 6100 電信業 

屬第二類電信事業之一般業務者，投資人須為在海外

或大陸地區上市之電信業者，且總持股比率以不超過

50%為限 

G902011 第二類電信事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6100 電信業中之第二類電信
事業之一般業務） 

62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6201 電腦軟體設計業  

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6201 電腦軟體設計業、6202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及 6209 其他電腦系
統設計服務業） 

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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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4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6202 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標準分類 6311 入口網站經營業及 6312
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限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 6311 入口網站經營業及
6312 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6209 其他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  

63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

務業 

6311 入口網站經營業  

6312 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  

64 金融中介業 6412 銀行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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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5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6420 金融控股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金融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499 未分類其他金融中介業 

1.限創業投資公司。 
2.陸資對投資事業及其轉投資事業不得具有控制能
力。 

H202010 創業投資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6499 未分類其他金融中介業中之
創業投資公司） 

65 保險業 

6510 人身保險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520 財產保險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530 再保險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保險業務往來及投資許可管

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 證券期貨及其他金融業 6611 證券商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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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6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6619 其他證券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21 期貨商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29 其他期貨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31 投資顧問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39 其他金融輔助業 

1. 限信託服務。 
2.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
許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6640 基金管理業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來及投資許

可管理辦法」辦理。 

＊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相關規定
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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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7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71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

檢測、分析服務業 

7121 環境檢測服務業  
J101050 環境檢測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121 環境檢測服務業） 

7129 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 
屬車輛、機械、電機、電子產品之技術檢測及分析服

務者 

IF04010 非破壞檢測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 7129 其他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
中之車輛、機械、電機、電子產品之技術
檢測及分析服務） 

72 研究發展服務業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及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服務業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及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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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8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 

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7220 社會及人文科學研究發展
服務業及 7230 綜合研究發展服務業） 

73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7310 廣告業 
非屬從事廣告代理或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網路

等媒體廣告之設計、繪製、模塑、選擇場所及裝置等。 

I401020 廣告傳單分送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310 廣告業；從事廣告代理或
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網路等媒體廣
告之設計、繪製、模塑、選擇場所及裝置
者除外） 

74 專門設計服務業 7402 工業設計業 屬特製品之設計服務者 

I501010 產品設計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7402 工業設計業中之特製品之設計
服務及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中之特
製品之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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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39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 屬特製品之設計服務者 

I501010 產品設計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7402 工業設計業中之特製品之設計
服務及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中之特
製品之設計服務） 

I502010 服飾設計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中之特製
品之設計服務） 

I504010 花藝設計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中之特製
品之設計服務） 

I599990 其他設計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7409 其他專門設計服務業中之特製
品之設計服務） 

76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7601 攝影業  
JZ99030 攝影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601 攝影業） 

7602 翻譯服務業  
IZ04010 翻譯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602 翻譯服務業） 

7609 未分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限能源技術服務。 

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7609 未分類其他專業、科學及
技術服務業中之能源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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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40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77 租賃業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7712 農業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7713 辦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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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41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7719 其他機器設備租賃業 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7721 汽車租賃業 屬未附駕駛之小客車或小貨車租賃者 

G101041 小客車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939 其他汽車客運業及 7721
汽車租賃業中之小客車租賃業） 

G101091 小貨車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4940 汽車貨運業及 7721 汽車
租賃業中之小貨車租賃業） 

7729 其他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租賃業  

JE01010 租賃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7711 營造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2 農業
及其他工業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3 辦
公用機械設備租賃業、7719 其他機器設
備租賃業；非屬電信設備、醫療機械設
備、電力設備之租賃者、7729 其他運輸
工具設備租賃業及 7731 運動及娛樂用品
租賃業） 



版本日期：2016-08 

 服務業-42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81 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8120 清潔服務業 限建築物清潔服務。 

J101010 建築物清潔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8120 清潔服務業中之建築物
清潔服務） 

82 業務及辦公室支援服務

業 

8202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 屬會議服務者 

JB01010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
業標準分類 8202 會議及展覽服務業中之
會議服務） 

8203 影印業  
IZ01010 影印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

8203 影印業） 

93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

業 

9319 其他運動服務業 

限於「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附件四「服務貿

易早期收穫部門及開放措施－臺灣方面非金融服務業

的開放承諾」，在臺灣以獨資、合資、合夥及設立分公

司等形式設立商業據點 

J802010 運動訓練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9319 其他運動服務業） 

9321 遊樂園及主題樂園 非屬森林遊樂區者 
J904011 觀光遊樂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9321 遊樂園及主題樂園；非屬森林
遊樂區者） 

95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9511 汽車維修業 

1. 限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投資公共建設案

「國道服務區」之營運區域及業務範圍；或 

2. 投資汽車製造業、汽車批發業所附帶經營。 

JA01010 汽車修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9511 汽車維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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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43 

行業標準分類 對照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 

細類代碼 中類編號及業別 細類編號、業別 限制條件 

 9512 汽車美容業  
JA01990 其他汽車服務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9512 汽車美容業）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修理業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修理業、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理業及
9523 視聽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修理業） 

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限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修理
業） 

 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理業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修理業、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理業及
9523 視聽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修理業） 

 9523 視聽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修理業  

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限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 9521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
修理業、9522 通訊傳播設備修理業及
9523 視聽電子產品及家用電器修理業） 

 9599 未分類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JA02990 其他修理業（限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 9599 未分類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
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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