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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修正規定
附表一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基準表
任教領域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依據主計總處行業標準分類
第十次修正)
群別
科別
1 機械群

A 專業群科
1.模具科
2.鑄造科
3.板金科
4.機械木模科
5.配管科
6.機械科
7.機電科
8.製圖科

C 大類-製造業
13 中類-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從事皮革與毛皮整製，以及鞋類、行李箱、手提袋等
皮革、毛皮製品製造之行業；以仿皮革或皮革替代品
為原料製造者亦歸入本類。

14 中類-木竹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木、竹、藤、柳條、軟木、草等製成材料、半
成品或成品之行業。

21 中類-橡膠製品製造業

9.生物產業機電科 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22 中類-塑膠製品製造業
10.電腦機械製圖科
從事塑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B 實用技能學程
23 中類-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1.機械板金科
2.模具技術科
3.機械加工科
4.機械修護科
5.鑄造技術科
6.電腦繪圖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農業機械技術
2.機械
3.機械工程
4.機械技術
5.製圖
6.機械製圖

從事石油及煤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行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從事以冶鍊、鑄造、軋延、擠型、伸線等方式製造金
屬板、條、棒、管、線等基本金屬製品之行業。

25 中類-金屬製品製造業
從事金屬刀具、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及建築
組件、金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金屬製品製造
之行業。

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從事半導體、被動電子元件、印刷電路板、光電材料
及元件等電子零組件製造之行業。

27 中類-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電子產

7.電腦製圖
8.電腦繪圖

品、資料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備、控制設

9.製圖技術
10.電腦輔助機械
11.鑄造技術
12.機械木模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備等製造之行業。

備、鐘錶、輻射設備、電子醫學設備、光學儀器及設

28 中類-電力設備製造業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線器
材、照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備及配備製
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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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械設備
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類。

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從事汽車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

31 中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從事汽車以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
業。

32 中類-家具製造業
從事各種材質（陶瓷、水泥及石材除外）之家具及裝
設品製造之行業。本類家具可用於家庭、辦公室、學
校、實驗室、旅館、餐廳、電影院等場所；家具之表
面塗裝亦歸入本類。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
類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
屬，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
造。
34 中類-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以恢復機械設備正常
運作為目的，含例行性保養維護)及安裝之行
業，如機械、電子及光學設備、度量衡儀器、
電力設備、船舶、航空器、軌道車輛、投幣式
電動遊戲機等產業用機械設備之維修，以及廠
房機械與保齡球道設備等安裝服務；大規模機
械拆除服務亦歸入本類。
Ｄ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 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電力、氣體燃料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E 大類-用水供應及汙染整治業
36 中類-用水供應業
從事用水之集取、淨化及配送之行業，如海
水、河水、湖水、雨水及地下水等之集取、淡
化、淨化，並以管線或貨車配送用水。
F 大類-廢水及汙水處理業
42 中類-土木工程業
從事道路、橋樑、公用事業設施、港埠等土木
工程興建、改建、修繕等之行業；預鑄結構體
營建亦歸入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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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
地、基礎、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
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
賃亦歸入本類。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2 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及設備管
理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4 中類-專門設計業
從事室內空間、產品、視覺傳達等設計服務之
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第 026 卷 第 045 期

行政院公報

2 動力機械群 A 專業群科
1.重機科
2.農業機械科
3.汽車科
4.飛機修護科
5.動力機械科
6.軌道車輛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汽車修護科
2.機車修護科
3.塗裝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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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類-製造業
17 中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從事將原油及煤製成可用產品之行業，包括以
裂解、蒸餾等技術將原油分離出燃料氣、汽
油、輕油（石油腦）、煤油、柴油等石油精煉
產品，以及生產半焦炭、焦炭、煤焦油等產
品；製造生質汽（柴）油之行業亦歸入本類。
21 中類-橡膠製品製造業
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25 中類-金屬製品製造業
從事金屬刀具、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

4.汽車電機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動力機械

及建築組件、金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
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
28 中類-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2.動力機械技術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
線器材、照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
備及配備製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3.汽車修護
4.汽車技術
5.汽機車技術
6.工程機械
7.工程機械技術
8.飛機修護
9.航空技術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
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
類。
30 中類-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從事汽車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
31 中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從事汽車以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專用零配件製
造之行業。
34 中類-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以恢復機械設備正常
運作為目的，含例行性保養維護)及安裝之行
業，如機械、電子及光學設備、度量衡儀器、
電力設備、船舶、航空器、軌道車輛、投幣式
電動遊戲機等產業用機械設備之維修，以及廠
房機械與保齡球道設備等安裝服務；大規模機
械拆除服務亦歸入本類。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63 小類-燃料及相關產品批發業
從事燃料及相關產品批發之行業。
465 小類-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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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汽機車及其零件、配備、用品批發之行
業。
482 小類-燃料及相關產品零售業
從事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木炭、桶裝瓦
斯、機油等燃料及相關產品專賣之零售店。
484 小類-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
從事全新與中古汽機車及其零件、配備、用品
專賣之零售店。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49 中類-陸上運輸業
從事鐵路、大眾捷運、汽車等客貨運輸之行
業；管道運輸亦歸入本類。
51 中類-航空運輸業
從事航空運輸服務之行業，如民用航空客貨運
輸、附駕駛商務專機租賃等運輸服務。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
發展服務之行業。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77 中類-租賃業
從事機械設備及運輸工具、個人及家庭用品等
有形資產及智慧財產之營業性租賃，以收取租
金、衍生利益金或權利金作為報酬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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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5 中類-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從事汽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
備、視聽電子產品、家用電器與其他個人及家
庭用品維修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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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機與電子

A 專業群科

群

1.資訊科
2.電子科
3.控制科
4.電機科
5.冷凍空調科
6.航空電子科
7.電子通信科
8.電機空調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水電技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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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類-製造業
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從事半導體、被動電子元件、印刷電路板、光電材料及
元件等電子零組件製造之行業。

27 中類-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
電子產品、資料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
備、控制設備、鐘錶、輻射設備、電子醫學設
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行業。
28 中類-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線器材、

2.家電技術科
3.視聽電子修護科
4.電機修護科

照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之行

5.微電腦修護科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
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
類。

6.冷凍空調技術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電機電子
2.電機電子技術
3.電腦通訊
4.航空電子技術
5.電機技術
6.機電技術
7.控制
8.機電整合
9.冷凍空調
10.電器冷凍
11.電子技術
12.資訊技術
13.資訊電子
14.電腦應用
15.資訊科技

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
類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
屬，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
造。
34 中類-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從事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以恢復機械設備正常
運作為目的，含例行性保養維護)及安裝之行
業，如機械、電子及光學設備、度量衡儀器、
電力設備、船舶、航空器、軌道車輛、投幣式
電動遊戲機等產業用機械設備之維修，以及廠
房機械與保齡球道設備等安裝服務；大規模機
械拆除服務亦歸入本類。
D 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 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D.其他依法設立之

從事電力、氣體燃料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新科別、學程

F 大類-營建工程業

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
地、基礎、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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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
賃亦歸入本類。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61 細類-家用電器批發業
從事家用電器及器材批發之行業；視聽設備及
家用照明設備批發亦歸入本類。
4641 細類-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軟體批發之行業。
4642 細類-電子、通訊設備及其零組件批發
業
從事家用電器及電腦以外之電子、通訊設備、
器材及其零組件批發之行業，如通訊傳播設
備、半導體裝置、微晶片、積體電路、印刷電
路板、電子開關及真空管等批發；空白光碟片
批發亦歸入本類。
4741 細類-家用電器零售業
從事家用電器及器材專賣之零售店；家用照明
設備專賣零售店亦歸入本類。
483 小類-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
從事資訊及通訊設備專賣之零售店，如電腦及
其週邊設備、通訊設備、視聽設備等零售店。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3 中類-倉儲業
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
及冷凍冷藏倉儲之行業；以倉儲服務為主並結
合簡單處理如揀取、分類、分裝、包裝等亦歸
入本類。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8 中類-出版業
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行之行業。
59 中類-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
樂發行業
從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
放映，以及聲音錄製與音樂發行之行業。
60 中類－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從事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之行業。
61 中類-電信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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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及其他電信相關服務
之行業；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IASP），以
及透過提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
目有系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視戶亦歸入本類。
62 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及設備管
理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63 中類-資訊服務業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理、主機及網站代
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
發展服務之行業。
74 中類-專門設計業
從事室內空間、產品、視覺傳達等設計服務之行
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77 中類-租賃業
從事機械設備及運輸工具、個人及家庭用品等
有形資產及智慧財產之營業性租賃，以收取租
金、衍生利益金或權利金作為報酬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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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2 中類-博弈業
從事彩券銷售、經營博弈場、投幣式博弈機具、博弈網
站及其他博弈服務之行業。

93 中類-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提供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5 中類-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從事汽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
備、視聽電子產品、家用電器與其他個人及家
庭用品維修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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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化工群

A 專業群科
1.紡織科
2.染整科
3.化工科
4.環境檢驗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化工技術科
2.染整技術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化工
2.化工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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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5 中類-石油及天然氣礦業
從事石油及天然氣之探勘、採取、初步處理及準
備作業等之行業；從事頁岩油或瀝青砂開採、油
田或天然氣田生產之碳氫化合物中分離提取液態
烴，以及油氣井設備安裝亦歸入本類。
C 大類-製造業
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及飼品之行業，
如肉類、水產及蔬果之加工及保藏、動植物油脂、乳品、
碾穀、磨粉及澱粉製品與動物飼品等製造。

3.衛生化工
4.環境檢驗技術
D.其他依法設立之

09 中類-飲料製造業
從事飲料製造之行業。
11 中類-紡織業

新科別、學程

從事紡織之行業，如紡紗、織布、染整及紡織
品製造等。
12 中類-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從事成衣及服飾品製造之行業；以皮革、毛皮
製造成衣及服飾品亦歸入本類。
13 中類-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從事皮革與毛皮整製，以及鞋類、行李箱、手
提袋等皮革、毛皮製品製造之行業；以仿皮革
或皮革替代品為原料製造者亦歸入本類。
15 中類-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從事紙漿、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行業。
17 中類-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從事將原油及煤製成可用產品之行業，包括以
裂解、蒸餾等技術將原油分離出燃料氣、汽
油、輕油（石油腦）、煤油、柴油等石油精煉
產品，以及生產半焦炭、焦炭、煤焦油等產
品；製造生質汽（柴）油之行業亦歸入本類。
18 中類-化學原材料、肥料、氮化合物、塑
橡膠原料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從事化學原材料、肥料及氮化合物、塑膠及合
成橡膠原料、人造纖維等製造之行業。
19 中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農藥及環境用藥、塗料染料及顏料、清潔用
品及化粧品等製造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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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類-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原料藥、西藥、醫用生物製品、中藥及醫用化
學製品等製造之行業。
21 中類-橡膠製品製造業
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22 中類-塑膠製品製造業
從事塑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23 中類-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從事石油及煤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行
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從事以冶鍊、鑄造、軋延、擠型、伸線等方式
製造金屬板、條、棒、管、線等基本金屬製品
之行業。
26 中類-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從事半導體、被動電子元件、印刷電路板、光
電材料及元件等電子零組件製造之行業。
28 中類-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
線器材、照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
備及配備製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
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
類。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
類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
屬，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
造。
D 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 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電力、氣體燃料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E 大類-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36 中類-用水供應業
從事用水之集取、淨化及配送之行業，如海
水、河水、湖水、雨水及地下水等之集取、淡
化、淨化，並以管線或貨車配送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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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類-廢水及污水處理業
從事廢水及污水處理之行業，如下水道系統及
污水處理設施場所之經營、家庭污水之收集及
清運，水溝、廢（污）水坑及化糞池之清理，
流動廁所之清理，以物理、化學及生物等方法
處理廢（污）水，下水道及排水管之清理等。
38 中類-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處理
業
從事廢棄物清除、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物處
理之行業。
39 中類-污染整治業
從事污染整治之行業，如受污染土地及地下水
消毒、受污染水面消毒及清理、油溢清理、減
少有毒物質（如石棉、鉛顏料等）之危害等。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
發展服務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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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類-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1.土木科
2.空間測繪科
3.建築科
4.消防工程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營造技術科

06 中類-砂、石採取及其他礦業
從事砂、石、黏土及其他礦物之探勘、採取、

2.電腦繪圖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土木建築技術
2.土木測量

C 大類-製造業

3.建築技術
4.建築製圖
5.營建技術

23 中類-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從事石油及煤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行
業。

D.其他依法設立之

25 中類-金屬製品製造業
從事金屬刀具、手工具、金屬模具、金屬結構
及建築組件、金屬容器、金屬加工處理及其他
金屬製品製造之行業。

新科別、學程

初步處理及準備作業等之行業，如砂（含矽
砂）、礫、大理石、石灰石、蛇紋石、花崗
岩、砂岩、石膏、黏土、瓷土、金屬礦、硫磺
礦、玉礦及水晶礦等採取。
14 中類-木竹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木、竹、藤、柳條、軟木、草等製成材
料、半成品或成品之行業。

F 大類-營建工程業

41 中類-建築工程業
從事住宅及非住宅建物興建、改建、修繕等建
築工程之行業；焚化廠、廢棄物處理廠、工業
廠房、預鑄房屋、室內運動場館、機械式停車
塔及靈骨塔之營建亦歸入本類。
42 中類-土木工程業
從事道路、橋樑、公用事業設施、港埠等土木
工程興建、改建、修繕等之行業；預鑄結構體
營建亦歸入本類。
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
地、基礎、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
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
賃亦歸入本類。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61 小類-建材批發業
從事建材批發之行業。
481 小類-建材零售業
從事漆料、塗料及居家修繕等建材、工具、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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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專賣之零售店。
L 大類-不動產業
67 中類-不動產開發業
以銷售為目的，從事土地、建物及其他建設等
不動產投資興建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4 中類-專門設計業
從事室內空間、產品、視覺傳達等設計服務之
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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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業與管理

A 專業群科

群

1.商業經營科
2.國際貿易科
3.會計事務科
4.資料處理科
5.文書事務科
6.不動產事務科
7.電子商務科
8.流通管理科
9.農產行銷科
10.水產經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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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類-製造業

Ｃ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
計。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46 中類-批發業
從事有形商品批發、仲介批發買賣或代理批發
拍賣之行業，其銷售對象為機構或產業（如中
盤批發商、零售商、工廠、公司行號、進出口
商等）。
47-48 中類-零售業
從事透過商店及其他非店面如網際網路等向家

11.航運管理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文書處理科

庭或民眾銷售全新及中古有形商品之行業。

2.商業事務科

4872 細類-直銷業

3.銷售事務科
4.商用資訊科
5.會計實務科
6.廣告技術科

4879 細類-未分類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7.多媒體技術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商業
2.商業服務
3.商業經營
4.流通服務
5.流通管理
6.商業事務
7.商經實務
8.物流服務
9.會計事務
10.國際貿易
11.電子商務
12.資訊應用
13.資料處理
14.資訊處理
15.商業應用
16.文書事務
17.電腦平面動畫

不包括：
486 小類-零售攤販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49 中類-陸上運輸業
從事鐵路、大眾捷運、汽車等客貨運輸之行
業；管道運輸亦歸入本類。
50 中類-水上運輸業
從事海洋、內河及湖泊等船舶客貨運輸之行業；
觀光客船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51 中類-航空運輸業
從事航空運輸服務之行業，如民用航空客貨運
輸、附駕駛商務專機租賃等運輸服務。
52 中類-運輸輔助業
從事報關、船務代理、貨運承攬、運輸輔助之
行業；停車場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53 中類-倉儲業
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
及冷凍冷藏倉儲之行業；以倉儲服務為主並結
合簡單處理如揀取、分類、分裝、包裝等亦歸
入本類。
54 中類-郵政及快遞業
從事文件或物品等收取及遞送服務之行業。
I 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55 中類-住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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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其他依法設立之

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之行業，如旅館、旅

新科別、學程

社、民宿及露營區等。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1 中類-電信業
從事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及其他電信相關服務
之行業；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IASP），以
及透過提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
目有系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視戶亦歸入本類。
62 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及設備管
理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63 中類-資訊服務業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理、主機及網站代
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K 大類-金融及保險業
64 中類-金融服務業
從事資金取得及再分配之行業；以自有資金從
事放款、融資、創業投資或投資證券與票券亦
歸入本類。
65 中類-保險業
從事人身保險、財產保險、再保險、退休基金
及其輔助業務之行業。
66 中類-證券期貨及金融輔助業
從事證券、期貨、基金管理及其他金融輔助業
務之行業。
L 大類-不動產業
67 中類-不動產開發業
以銷售為目的，從事土地、建物及其他建設等不
動產投資興建之行業。
68 中類-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9 中類-法律及會計服務業
從事提供法律及會計服務之行業。
70 中類-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從事企業總管理機構活動及管理顧問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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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發
展服務之行業。
73 中類-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從事廣告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等行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Ｎ大類-支援服務業
77 中類-租賃業
從事機械設備及運輸工具、個人及家庭用品等
有形資產及智慧財產之營業性租賃，以收取租
金、衍生利益金或權利金作為報酬之行業。
78 中類-人力仲介及供應業
從事人力仲介及人力供應服務之行業。
79 中類-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旅行及相關服務之行業，如安排及販售旅
遊行程（食宿、交通、參觀活動等）、提供導
遊及領隊服務、提供旅遊諮詢及相關代訂等服
務；代訂代售藝術、運動及其他休閒娛樂活動
票券亦歸入本類。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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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C 大類-製造業

1.應用英文科
2.應用日文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應用英語
2.應用日語
3.應用德語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4.應用法語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68 中類-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0 中類-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從事企業總管理機構活動及管理顧問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發
展服務之行業。
73 中類-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從事廣告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等行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I 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K 大類-金融及保險業
L 大類-不動產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從事創作、藝術表演及相關輔助服務之行業。
91 中類-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
機構
從事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動植物園、自然
生態保護機構、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
機構之行業。
93 中類-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提供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上述職類只要與語文相關工作經驗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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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計群

A 專業群科
1.家具木工科
2.美工科
3.陶瓷工程科
4.室內空間設計科
5.圖文傳播科
6.金屬工藝科
7.家具設計科
8.廣告設計科
9.多媒體設計科
10.室內設計科
11.多媒體應用科
12.美術工藝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金銀珠寶加工科
2.金屬工藝科
3.廣告技術科
4.服裝製作科
5.流行飾品製作科
6.裝潢技術科
7.竹木工藝科
8.多媒體技術科
9.染整技術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室內設計
2.室內裝潢
3.空間設計
4.室內空間設計
5.美工
6.美術設計
7.設計科技
8.視覺傳達設計
9.美工技術
10.廣告設計
11.商業設計
12.家具技術
13.美工電腦設計
14.造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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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類-製造業
12 中類-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從事成衣及服飾品製造之行業；以皮革、毛皮製造成衣
及服飾品亦歸入本類。

13 中類-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從事皮革與毛皮整製，以及鞋類、行李箱、手
提袋等皮革、毛皮製品製造之行業；以仿皮革
或皮革替代品為原料製造者亦歸入本類。
14 中類-木竹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木、竹、藤、柳條、軟木、草等製成材料、半成
品或成品之行業。

15 中類-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從事紙漿、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行業。
16 中類-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從事製版、印刷、裝訂、其他印刷輔助及資料儲存媒體
複製之行業。

19 中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農藥及環境用藥、塗料染料及顏料、清潔用
品及化粧品等製造之行業。
22 中類-塑膠製品製造業
從事塑膠製品製造之行業。

23 中類-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從事石油及煤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行業。

24 中類-基本金屬製造業
從事以冶鍊、鑄造、軋延、擠型、伸線等方式製
造金屬板、條、棒、管、線等基本金屬製品之行
業。
32 中類-家具製造業
從事各種材質（陶瓷、水泥及石材除外）之家
具及裝設品製造之行業。本類家具可用於家
庭、辦公室、學校、實驗室、旅館、餐廳、電
影院等場所；家具之表面塗裝亦歸入本類。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類
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屬，
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造。
Ｆ大類－營建工程業
41 中類-建築工程業
從事住宅及非住宅建物興建、改建、修繕等建築工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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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流行造型設計

行業；焚化廠、廢棄物處理廠、工業廠房、預鑄房屋、

16.圖文傳播
17.工藝設計
18.多媒體設計
19.多媒體製作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室內運動場館、機械式停車塔及靈骨塔之營建亦歸入本
類。

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地、基礎、
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
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賃亦歸入本類。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8 中類-出版業
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行之行業。
59 中類-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
業
從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
放映，以及聲音錄製與音樂發行之行業。
60 中類-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從事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之行業。
61 中類-電信業
從事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及其他電信相關服務
之行業；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IASP），以
及透過提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
目有系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視戶亦歸入本類。
62 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及設備管
理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63 中類-資訊服務業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理、主機及網站代
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3 中類-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從事廣告服務、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等行業。
74 中類-專門設計業
從事室內空間、產品、視覺傳達等設計服務之
行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N 大類-智慧財產租賃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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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類-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從事建築物複合支援、清潔、綠化等服務之行
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Ｐ大類-教育業
8592 細類-藝術教育業
從事提供美術、戲劇、音樂、舞蹈、攝影、手工藝
等藝術教育服務之行業。
Ｒ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從事創作、藝術表演及相關輔助服務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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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A 大類-農、林、漁、牧業

1.農場經營科
2.野生動物保育科
3.畜產保健科
4.森林科
5.園藝科
6.造園科

01 中類-農、牧業
從事農作物栽培、畜禽飼育及放牧、農事及畜
牧服務等之行業。
02 中類-林業
從事造林、伐木、林間野生物及昆蟲採捕、林
業輔助服務如森林資源估測等之行業；在林地
以簡易炭窯燒製木（竹）炭亦歸入本類。

B 實用技能學程
1.農業技術科
2.園藝技術科
3.造園技術科
4.寵物經營科
5.畜產加工科
6.休閒農業科
7.茶葉技術科

C 大類-製造業
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及飼
品之行業，如肉類、水產及蔬果之加工及保
藏、動植物油脂、乳品、碾穀、磨粉及澱粉製
品與動物飼品等製造。
09 中類-飲料製造業

C 綜合高中學程
1.綜合農業
2.畜產加工
3.畜產技術

從事飲料製造之行業。
10 中類-菸草製造業
從事以菸草或菸草代用品作為原料，製造可供
吸用、嚼用、含用或聞用等菸草製品之行業。

4.農園技術
5.園藝與休閒
6.精緻農業

14 中類-木竹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木、竹、藤、柳條、軟木、草等製成材
料、半成品或成品之行業。

7.造園技術
8.園藝技術
9.畜產保健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15 中類-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從事紙漿、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行業。
18 中類-化學原材料、肥料、氮化合物、塑橡膠
原料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從事化學原材料、肥料及氮化合物、塑膠及合
成橡膠原料、人造纖維等製造之行業。
19 中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農藥及環境用藥、塗料染料及顏料、清潔
用品及化粧品等製造之行業。
20 中類-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原料藥、西藥、醫用生物製品、中藥及醫
用化學製品等製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
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
類。
32 中類-家具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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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各種材質（陶瓷、水泥及石材除外）之家
具及裝設品製造之行業。本類家具可用於家
庭、辦公室、學校、實驗室、旅館、餐廳、電
影院等場所；家具之表面塗裝亦歸入本類。
F 大類-營建工程業

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
地、基礎、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
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
賃亦歸入本類。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1 小類-商品批發經紀業
以按次計費或依合約計酬方式，從事有形商品
之仲介批發買賣或代理批發拍賣之行業，如商
品批發掮客及代理毛豬、花卉、蔬果等批發拍
賣活動。
453 小類-農產原料及活動物批發業
從事未經加工處理之農業初級產品及活動物批
發之行業，如穀類、種子、含油子實、花卉、
植物、菸葉、生皮、生毛皮、農產原料之廢
料、殘渣與副產品等農業初級產品，以及禽、
畜、寵物、魚苗、貝介苗及觀賞水生動物等活
動物批發。
454 小類-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批發業
從事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批發之行業，如蔬
果、肉品、水產品等不須加工處理即可販售給
零售商轉賣之農產品及冷凍調理食品、食用油
脂、菸酒、非酒精飲料、茶葉等加工食品批
發；動物飼品批發亦歸入本類。
不包括：
4546 細類-菸酒批發業
從事菸草製品及酒類批發之行業。
4721 細類-蔬果零售業
從事生鮮、冷藏或經其他保藏處理之蔬菜、水
果專賣之零售店。
4722 細類-肉品零售業
從事生鮮、冷藏、冷凍或經其他保藏處理肉品
專賣之零售店。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3 中類-倉儲業
從事提供倉儲設備及低溫裝置，經營普通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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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冷凍冷藏倉儲之行業；以倉儲服務為主並結
合簡單處理如揀取、分類、分裝、包裝等亦歸
入本類。
K 大類-金融及保險業
64 中類-金融服務業
從事資金取得及再分配之行業；以自有資金從
事放款、融資、創業投資或投資證券與票券亦
歸入本類。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
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發
展服務之行業。
75 中類-獸醫業
從事動物醫療保健及動物醫事檢驗服務之行
業。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81 中類-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從事建築物複合支援、清潔、綠化等服務之行
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1 中類-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機構
從事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動植物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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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保護機構、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
機構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4 中類-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從事推展宗教、教育、學術、文化、環保、醫
療、衛生、聯誼、國際交流或基於共同政治理
念、相同行業與職業類別而結合之組織等。
96 中類-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從事洗衣、美髮及美容美體、殯葬、家事服務
及其他個人服務之行業。

第 026 卷 第 045 期

行政院公報

10 食品群

20200311

教育科技文化篇

A 專業群科

C 大類-製造業

1.水產食品科
2.食品加工科
3.食品科
4.烘焙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烘焙食品科

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及飼
品之行業，如肉類、水產及蔬果之加工及保
藏、動植物油脂、乳品、碾穀、磨粉及澱粉製
品與動物飼品等製造。
09 中類-飲料製造業

2.食品經營科
3.水產食品加工科
4.畜產加工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從事飲料製造之行業。

1.食品加工
2.食品技術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31 細類-穀類及豆類批發業
從事穀類及豆類批發之行業，如稻米、麥類、玉
米、高梁、花生等批發；種子及含油子實批發亦
歸入本類。
4539 細類-其他農產原料批發業
從事 4531 及 4532 細類以外農業初級產品批發
之行業，如麻、棉花、蠶繭等天然纖維原料、
菸葉、靈芝、生皮及生毛皮、生乳、農產原料
之廢料、殘渣、副產品等批發。
454 小類-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批發業
從事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批發之行業，如蔬
果、肉品、水產品等不須加工處理即可販售給
零售商轉賣之農產品及冷凍調理食品、食用油
脂、菸酒、非酒精飲料、茶葉等加工食品批
發；動物飼品批發亦歸入本類。
462 小類-化學原材料及其製品批發業
從事藥品、化粧品、清潔用品、漆料、塗料以外
之化學原材料及其製品批發之行業，如化學原材
料、肥料、塑膠及合成橡膠原料、人造纖維、農
藥、顏料、染料、著色劑、化學溶劑、界面活性
劑、工業添加劑、油墨、非食用動植物油脂等批
發。
4711 細類-連鎖便利商店
從事零售便利性速食品、飲料、日常用品及附帶
提供代收帳款等服務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且以
連鎖型態經營之行業。
472 小類-食品、飲料及菸草製品零售業
從事食品、飲料、菸草製品專賣之零售店，如
蔬果、肉品、水產品、米糧、蛋類、飲料、酒
類、麵包、糖果、茶葉等零售店。
I 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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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類-餐飲業
從事調理餐食或飲料供立即食用或飲用之行
業；餐飲外帶外送、餐飲承包等亦歸入本類。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72 中類-研究發展服務業
從事自然、工程、社會及人文科學為基礎之研
究、試驗、分析及規劃，而不授予學位之研究
發展服務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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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C 大類-製造業

1.家政科
2.服裝科
3.幼兒保育科
4.美容科
5.時尚模特兒科
6.流行服飾科

11 中類-紡織業
從事紡織之行業，如紡紗、織布、染整及紡織

7.時尚造型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美髮技術科
2.美顏技術科
3.美容造型科
4.美髮造型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美容
2.美容美髮
3.美容技術
4.服裝
5.服裝設計

品製造等。
12 中類-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從事成衣及服飾品製造之行業；以皮革、毛皮
製造成衣及服飾品亦歸入本類。
13 中類-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從事皮革與毛皮整製，以及鞋類、行李箱、手提袋等皮革、
毛皮製品製造之行業；以仿皮革或皮革替代品為原料製造
者亦歸入本類。

15 中類-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從事紙漿、紙張、紙板及其製品製造之行業。

18 中類-化學原材料、肥料、氮化合物、塑橡膠
原料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從事化學原材料、肥料及氮化合物、塑膠及合
成橡膠原料、人造纖維等製造之行業。
19 中類-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農藥及環境用藥、塗料染料及顏料、清潔用品及化粧

6.服裝製作
7.幼兒保育
8.幼老福利

品等製造之行業。

9.時尚設計
10.時尚造型
其他-銀髮族活動
管理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之行業。

28 中類-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線器材、照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械設備專
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類。

33 中類-其他製造類
從事08至32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類製品差異
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屬，如育樂用品、醫
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造。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46 中類-批發業
從事有形商品批發、仲介批發買賣或代理批發
拍賣之行業，其銷售對象為機構或產業（如中
盤批發商、零售商、工廠、公司行號、進出口
商等）。
4761 細類-書籍及文具零售業
從事書籍、雜誌、報紙及文具專賣之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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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63 細類-玩具及娛樂用品零售業
從事玩具及娛樂用品專賣之零售店，如棋類用
品、內建遊戲軟體之遊樂器等零售店；樂器零
售店亦歸入本類。
4764 細類-影音光碟零售業
從事音樂及影片光碟專賣之零售店；空白光碟
片零售店亦歸入本類。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8 中類-出版業
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行之行業。
59 中類－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
樂發行業
從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
放映，以及聲音錄製與音樂發行之行業。
60 中類-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從事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P大類-教育服務業
851 小類-學前教育
從事小學前兒童教育之行業。
8592 細類-藝術教育業
從事提供美術、戲劇、音樂、舞蹈、攝影、手工藝等
藝術教育服務之行業。
Q 大類-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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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中類-醫療保健業
從事醫療保健服務之行業，如醫院、診所、醫
學檢驗及其他醫療保健服務等。
87 中類-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結合健康照顧及社會服務，從事提供住所並附
帶所需之護理、監管或其他形式照顧服務之行
業；服務過程中最重要的為提供住所，而健康
照顧主要係指護理服務。
88 中類-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從事居住型照顧服務以外社會工作服務之行業。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從事創作、藝術表演及相關輔助服務之行業。

93 中類-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從事提供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6 中類-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從事洗衣、美髮及美容美體、殯葬、家事服務及其他
個人服務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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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A 大類-農、林、漁、牧業

1.觀光事業科
2.餐飲管理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觀光事務科
2.餐飲技術科
3.旅遊事務科

01 中類-農、牧業
從事農作物栽培、畜禽飼育及放牧、農事及畜牧
服務等之行業。
C 大類-製造業
08 中類-食品製造業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及飼品
之行業，如肉類、水產及蔬果之加工及保藏、動
植物油脂、乳品、碾穀、磨粉及澱粉製品與動物
飼品等製造。
09 中類-飲料製造業
從事飲料製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械
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類。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類
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屬，
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造。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711 細類-連鎖便利商店
從事零售便利性速食品、飲料、日常用品及附帶
提供代收帳款等服務以滿足顧客即刻所需，且以
連鎖型態經營之行業。

4.烹調技術科
5.中餐廚師科
6.烘焙食品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餐飲管理
2.餐飲服務
3.餐飲技術
4.觀光
5.觀光餐飲
6.觀光事業
7.觀光事務
8.觀光服務
9.餐飲經營
10.餐飲製作
11.食品烘焙
12.運動休閒
13.運動與休閒
14.運動與休閒管
理
15.休閒事務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472 小類-食品及飲料製品零售業
從事食品、飲料製品專賣之零售店，如蔬果、肉
品、水產品、米糧、蛋類、飲料、酒類、麵包、
糖果、茶葉等零售店。
4762 細類-運動用品及器材零售業
從事運動用品及器材專賣之零售店，如釣具、露
營用品、登山用品、自行車及溜冰鞋、登山鞋等
特殊運動用鞋零售店。
4763 細類-玩具及娛樂用品零售業
從事玩具及娛樂用品專賣之零售店，如棋類用
品、內建遊戲軟體之遊樂器等零售店；樂器零售
店亦歸入本類。
I 大類-住宿及餐飲業
55 中類-住宿業
從事短期或臨時性住宿服務之行業，如旅館、
旅社、民宿及露營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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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中類-餐飲業
從事調理餐食或飲料供立即食用或飲用之行
業；餐飲外帶外送、餐飲承包等亦歸入本類。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79 中類-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從事旅行及相關服務之行業，如安排及販售旅
遊行程（食宿、交通、參觀活動等）
、提供導遊
及領隊服務、提供旅遊諮詢及相關代訂等服
務；代訂代售藝術、運動及其他休閒娛樂活動
票券亦歸入本類。
82 中類-行政支援服務業
從事提供代收帳款及信用評等、會議及工商展
覽、影印、包裝承攬等行政支援服務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3 中類-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提供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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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類-農、林、漁、牧業

1.漁業科
03 中類-漁業
2.水產養殖科
從事水產生物採捕或養殖之行業。
B 實用技能學程
C 大類-製造業
1.水產養殖技術科
08 中類-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從事將農、林、漁、牧業產品處理成食品及飼品
2.漁具製作科
之行業，如肉類、水產及蔬果之加工及保藏、動
3.休閒漁業科
4.水產食品加工科 植物油脂、乳品、碾穀、磨粉及澱粉製品與動物
飼品等製造。
C 綜合高中學程
1.水產養殖
2.水產養殖技術

11 中類-紡織業
從事紡織之行業，如紡紗、織布、染整及紡織品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製造等。
27 中類-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
電子產品、資料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
備、控制設備、鐘錶、輻射設備、電子醫學設
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行業。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
類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
屬，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
造。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
4533 細類-活動物批發業
從事活動物批發之行業，如禽、畜、寵物、養
殖用魚苗、貝介苗及觀賞水生動物等活動物批
發。
4582 細類-運動用品及器材批發業
從事運動用品及器材批發之行業，如釣具、露
營用品、登山用品、自行車及溜冰鞋、登山鞋
等特殊運動用鞋等批發。
4762 細類-運動用品及器材零售業
從事運動用品及器材專賣之零售店，如釣具、
露營用品、登山用品、自行車及溜冰鞋、登山
鞋等特殊運動用鞋零售店。
4852 細類-其他全新商品零售業
從事 4851 細類以外其他全新商品專賣之零售
店，如紀念品、手工藝品、宗教用品、喪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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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全新商品零售店；寵物零售店亦歸入本
類。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0 中類-水上運輸業
從事海洋、內河及湖泊等船舶客貨運輸之行業；
觀光客船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52 中類-運輸輔助業
從事報關、船務代理、貨運承攬、運輸輔助之
行業；停車場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1 中類-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
服務業
從事建築與工程服務，或物質、材料及產品之
物理性、化學性及其他分析檢測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1 中類-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
機構
從事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動植物園、自然
生態保護機構、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
機構之行業。
93 中類-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從事提供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5 中類-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從事汽車、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
備、視聽電子產品、家用電器與其他個人及家
庭用品維修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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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A 大類-農、林、漁、牧業

1.航海科
2.輪機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船舶機電科
2.海事資訊處理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03 中類-漁類
從事水產生物採捕或養殖之行業。
C 大類-製造業
27 中類-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
電子產品、資料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
備、控制設備、鐘錶、輻射設備、電子醫學設
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行業。
28 中類-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從事發電、輸電、配電機械、電池、電線及配線
器材、照明設備及配備、家用電器等電力設備及
配備製造之行業。
29 中類-機械設備製造業
從事產業專用及通用機械設備製造之行業；機
械設備專用之主要零組件製造原則上亦歸入本
類。
31 中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1.漁業
D.其他依法設立之
新科別、學程

從事汽車以外其他運輸工具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
之行業。
D 大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5 中類-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從事電力、氣體燃料及蒸汽供應之行業。
H 大類-運輸及倉儲業
50 中類-水上運輸業
從事海洋、內河及湖泊等船舶客貨運輸之行業；觀光
客船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52 中類-運輸輔助業
從事報關、船務代理、貨運承攬、運輸輔助之
行業；停車場之經營亦歸入本類。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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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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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專業群科
1.戲劇科
2.音樂科
3.舞蹈科
4.美術科
5.影劇科
6.西樂科
7.國樂科
8.電影電視科
9.表演藝術科
10.多媒體動畫科
11.時尚工藝科
12.劇場藝術科
B 實用技能學程
1.影劇技術科
2.表演技術科
C 綜合高中學程
1.影視戲劇
2.電視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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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大類-製造業
14 中類-木竹製品製造業
從事以木、竹、藤、柳條、軟木、草等製成材
料、半成品或成品之行業。
16 中類-印刷及資料儲存媒體複製業
從事製版、印刷、裝訂、其他印刷輔助及資料
儲存媒體複製之行業。
23 中類-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從事石油及煤以外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之行業。
27 中類-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
電子產品、資料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
備、控制設備、鐘錶、輻射設備、電子醫學設
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行業。
33 中類-其他製造業
從事 08 至 32 中類以外製品製造之行業；本中類
製品差異較大，無法依其主要材料或製程歸屬，
如育樂用品、醫療器材及用品、珠寶等製造。
F 大類-營建工程業

43 中類-專門營造業
從事建築及土木特定部分工程之行業，如整
地、基礎、結構、庭園景觀、建築設備安裝、
建物完工裝修等工程；附操作員之營造設備租
D.其他依法設立之 賃亦歸入本類。
J 大類-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新科別、學程
58 中類-出版業
從事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品、
軟體等具有著作權商品發行之行業。
59 中類-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
業
從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後製、發行與影片放
3.電影電視
4.原住民藝能
5.表演藝術

映，以及聲音錄製與音樂發行之行業。
60 中類–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從事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之行業。
61 中類-電信業
從事有線電信、無線電信及其他電信相關服務之
行業；提供網際網路接取服務（IASP），以及透
過提供有線電信傳輸服務，將電視頻道節目有系
統地整合並傳送至收視戶亦歸入本類。
62 中類-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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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電腦程式設計、系統整合、諮詢及設備管理
等相關服務之行業。
63 中類-資訊服務業
從事入口網站經營、資料處理、主機及網站代
管等資訊服務之行業。
M 大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4 中類-專門設計業
從事室內空間、產品、視覺傳達等設計服務之
行業。
76 中類-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從事 69 至 75 中類以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之行業，如攝影、翻譯、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業。
N 大類-支援服務業
82 中類-行政支援服務業
從事提供代收帳款及信用評等、會議及工商展
覽、影印、包裝承攬等行政支援服務之行業。
O 大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83 中類-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提供公共行政管理與服務之政府機關、民意機
關及國防事務等；強制性社會安全事務亦歸入
本類。
84 中類-國際組織及外國機構
在國內享有特權及豁免權之政治、經濟、社
會、文化、科學、技術、救助等性質之國際組
織及外國駐國內之使領館、辦事處與代表處等
機構。
O 大類需與本群相關工作經驗，方可採計。
P 大類-教育業
8592 細類-藝術教育業。
從事提供美術、戲劇、音樂、舞蹈、攝影、手工藝
等藝術教育服務之行業。
R 大類-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0 中類-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從事創作、藝術表演及相關輔助服務之行業。
91 中類-圖書館、檔案保存、博物館及類似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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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經營圖書館、檔案保存、動植物園、自然
生態保護機構、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
機構之行業。
S 大類－其他服務業
94 中類-宗教、職業及類似組織
從事推展宗教、教育、學術、文化、環保、醫
療、衛生、聯誼、國際交流或基於共同政治理
念、相同行業與職業類別而結合之組織等。
96 中類-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從事洗衣、美髮及美容美體、殯葬、家事服務
及其他個人服務之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