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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日期民國 107 年 06 月 15 日 

團體業別 業務範圍 備註 

米穀商業 經營米穀買賣。  

雜糧商業 經營豆、麥、麵粉、花生、甘薯、玉米、高梁及其他

雜量買賣。 

 

製麵商業 經營以麵粉製麵售賣。  

米粉商業 經營米粉加工批發零售。  

茶商業 經營各種茶業買賣。  

食油商業 經營各種食用油類買賣。  

糖商業 經營各種糖類買賣。  

家畜肉類商業 經營豬、羊、牛等各種家畜肉類買賣。  

家禽商業 經營雞、鴨、鵝等各種禽類及其肉類買賣。  

家禽孵化商業 經營家禽孵化業。  

魚類商業 經營各種魚蝦介貝等水產品買賣。  

蔬菜商業 經營各種蔬菜買賣。  

青果商業 經營各種青果買賣。  

蛋類商業 經營蛋類買賣。  

醬類商業 經營醬油、醬菜等醬類食用品買賣。  

豆腐商業 經營豆腐、豆乾、豆皮、豆漿等買賣。  

糕餅商業 經營各種糕餅、麵包、西點、糖果、蜜餞、火腿及南

貨等食品買賣。 

 

日用雜貨商業 經營各種日常零星食品用品（包括食品罐頭）等買

賣。 

 

烹飪商業 經營餐廳、麵館等業。  

西餐商業 經營西餐業。  

酒吧商業 經營酒吧業。  

冰塊商業 經營冰塊之售價。  

冰果飲品商業 經營冰果及冷熱飲食之供應  

茶室商業 經營咖啡、茶室業（特定營業）。  



茶藝館商業 經營品茶、茶藝、老人茶葉。  

布商業 經營各種布疋買賣。  

成衣商業 經營各種成衣買賣。  

西服商業 經營西服製作買賣。  

縫紉商業 經營縫紉衣服業務（西服除外）。  

百貨商業 經營各種生活日用品買賣。  

化妝品商業 經營化妝品之買賣。  

棉花商業 經營原棉買賣及代理業。  

寢具商業 經營被褥蚊帳等寢具買賣（傢具除外）。  

帆布商業 經營帆布及其製品之買賣。  

皮革商業 經營皮革之買賣。  

皮革製品商業 經營各種皮革製品買賣。  

鞋類商業 經營各種鞋類買賣。  

染料商業 經營染料買賣。  

旅館商業 經營旅館客棧等供旅客臨時住宿之業（觀光旅館除

外）。 

 

觀光旅館商業 經營經觀光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觀光旅館業。  

建築投資商業 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等開發租售業

務。 

已於 90.7

刪除 

土木包工商業 經營土木工程包工業。  

水電衛生設備

商業 

經營水電衛生設備（已有專業工會者除外） 之買賣業

務。 

 

水處理器材商

業 

經營水處理器材買賣。  

室內設計裝修

商業 

經營室內裝修、裝飾服務業。  

測繪業商業 經營測繪之規劃、研究、分析、評價、鑑定、實測及

製作等業務。 

 

清潔服務商業 經營室內內清潔打臘及清理衛生設備服務業。  

液化氣體燃料

商業 

經營液化氣體燃料之分裝及供應。  

煤炭商業 經營煤球境末、焦炭、無煙煤、薪炭等買賣。  

高壓氣體商業 經營氧、氮、氬、乙炔、二氧化碳及其他高壓氣體之

買賣。 

 

消防工程器材

商業 

經營消防器材之買賣、安裝與維護。  



建築材料商業 經營各種建築材料買賣。  

木材商業 經營各種木材之買賣。  

裝潢材料商業 經營裝潢材料之買賣及單項材料之責任施工服務。  

磚瓦商業 經營各種磚瓦之買賣。  

砂石商業 經營砂石之買賣。  

營建剩餘土石

方資源處理商

業 

經營有關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資源（含營建混合物）

之堆疊、回收、加工及再利用等處理業務。 

 

混凝土壓送商

業 

經營混凝土壓送業務。  

石材商業 經營石材（包括大理石） 買賣業務。  

景觀工程商業 經營景觀工程之設計、施工及維護。  

玻璃商業 經營玻璃及其製品買賣。  

傢具商業 經營傢具買賣（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  

金屬傢具商業 經營金屬傢具及鋼鐵製器具之買賣。  

鐵器製品商業 經營各種鋼鐵製器具買賣。  

竹籐商業 經營竹籐器具製售。  

手工藝品商業 經營草帽、草蓆、竹、木、魚骨、珊瑚等手工藝品買

賣 

 

園藝花卉商業 經營各種園藝花卉買賣。  

種苗商業 經營各種種子苗木買賣。  

五金商業 經營五金器材用品買賣。  

日用器皿商業 經營各種日用器皿買賣。  

廚具商業 經營廚房設備買賣（已有專業公會者除外）。  

橡膠製品商業 經營橡膠製品（包括輪胎）買賣業務（汽車輪胎除

外）。 

 

塑膠製品商業 經營塑膠製品買賣。  

化工原料商業 經營各種化工原料買賣。  

石油商業 經營汽、柴油批發及煤油、燃料油、潤滑油、溶劑油

之買賣。 

 

塗料油漆商業 經營各種油漆工程及顏料買賣。   

鎔接商業 經營各種器具鎔接。   

電器商業 經營各種電器及冷凍器材買賣與修理。   

機器商業 經營各種機器、機械及其零元件之買賣、安裝及維

護。 

  

電腦商業 經營電腦資料處理應用及電腦機器之租售。   



針車商業 經營針車及其零件買賣與修理。   

電子零件商業 經營電子零件買賣。   

山貨商業 經營各種山產品買賣。   

公共汽車客運

商業 

經營在核定路線或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一般旅客

為營業者。 

  

遊覽車客運商

業 

經營遊覽車業並包括大客車出租業。   

計程車客運商

業 

經營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計程車客運服

務商業 

經營經公路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   

汽車貨運商業 經營汽車運輸貨物。   

汽車貨櫃貨運

商業 

經營以曳引車聯結半拖車或全拖車裝載貨櫃運輸。   

汽車路線貨運

商業 

經營汽車路線貨運商業。 修正 

鐵路承攬運送

商業 

經營專門代客承辦鐵路轉運貨物。   

小客車租賃商

業 

經營小客車專供租賃為營業。   

汽車商業 經營汽車委託介紹買賣。   

汽車代理商業 經營代理汽車買賣。   

機車商業 經營各種機車及其材料買賣、修理。   

自行車商業 經營腳踏車及其材料買賣、修理。   

汽車材料商業 經營汽車材料買賣。   

汽車保養商業 經營汽車保養業。   

停車場商業 經營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停車場業務。   

汽車裝潢商業 經營汽車裝潢服務業。   

國際船舶運送

商業 

以船舶經營國際間客貨運輸。   

國內船舶運送

商業 

以船舶經營國內客貨運輸。   

海運承攬運送

商業 

經營海運承攬運送業務。   

拖駁船商業 經營以拖駁船駁運港區貨物。   

渡船遊艇商業 經營在河川、天然或人工湖泊內內以船舶專供或兼供

搭載乘客作為交通或遊覽業務。 

  



船務代理商業 經營船舶業務代理。   

船舶日用品商

業 

經營船舶員所需日用品買賣。   

輪船理貨商業 經營國輪或外輪理貨業務。 77.04.28

修訂 

漁輪商業 經營補魚輪船業。   

航空運輸商業 以航空器經營國內外客貨運輸。   

航空貨運承攬

商業 

經營航空貨運承攬業務。   

旅行商業 經營旅行業。   

中藥商業 經營中藥買賣。   

西藥商業 經營西藥買賣。   

藥品調製商業 經營藥品調製及售價。   

植物保護商業 經營農藥、肥料買賣業務。   

醫療器材商業 經營醫療器材買賣。   

銀行商業 經營銀錢業。   

當舖商業 經營各種典押營業。   

人壽保險商業 經營人身保險（包括人壽保險）。   

產物保險商業 經營財產保險（即產物保險）。   

保險經紀人商

業 

經營保險經紀業務。   

保險代理人商

業 

經營保險代理業務。   

保險公證人商

業 

經營保險公證業務。   

信託投資商業 經營信託投資業務。   

政府債券經紀

商業 

經營政府債券經紀人業務。   

證券商業 經營證券自營，經紀及承銷業務。 修正 

票券金融商業 經營短期票券買賣業務。   

公證商業 經營貨物進出口公證。   

報關商業 經營報關業務。   

廣告工程商業 經營廣告工程。   

廣告代理商業 經營廣告設計及代理。   

廣播電視節目

製作商業 

經營廣播電視節目、廣告製作業務。   



影音節目發行

商業 

經營錄影帶、雷射光碟、影音光碟、數位光碟等之發

行、租售及買賣業務。 

  

廣播商業 經營無線廣播電臺之事業。   

報業商業 經營報業、通訊社。   

電影片製作商

業 

經營電影片製作業務（限未領工廠登記證者）。   

電影片發行商

業 

經營電影片買賣、出租業務。   

電影戲劇商業 經營電影院及戲劇院。   

歌廳商業 經營歌廳業務。   

遊藝場商業 經營撞球場、乒乓球場、棋類、標射、電動玩具等遊

樂業務。 

  

舞廳商業 經營舞廳業務。   

攝影商業 經營照相沖洗及放大。   

攝影器材商業 經營各種攝影器材買賣。   

女子美容商業 經營女子美容美髮等業務。   

男子理燙髮商

業 

經營男子理容、理燙髮業務。   

美容美髮材料

商業 

經營理電髮美容材料買賣。   

洗衣商業 經營浣洗及染色。  

浴室三溫暖商

業 

經營浴室、澡堂及三溫暖。  

就業服務商業 經營國內或跨國職業介紹或人力仲介業務、接受委任

招募員工、協助釐定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或職業

心理測驗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就業服務事

項。 

 

出版商業 經營圖書出版、發行。  

雜誌商業 經營雜誌出版、發行。  

印刷商業 經營各種文件印刷。  

電腦打字繕印

商業 

經營電腦打字繕印服務業。  

刻印商業 經營各種印章、標識等之刻製。  

圖書教育用品

商業 

經營各種圖書文具及其他教育用品買賣。  

書畫裱褙商業 經營書畫等裱褙及買賣。  

體育用品商業 經營各種體育用品買賣。  



漁具商業 經營漁具買賣。  

樂器商業 經營音樂器材買賣及修理。  

唱片商業 經營唱片及錄音帶買賣。  

事務器械商業 經營事務器械買賣。  

玩具商業 經營各種玩具買賣。  

紙商業 經營各種紙張買賣。  

紙器商業 經營各種包裝紙器買賣。  

鐘錶眼鏡商業 經營鐘錶眼鏡買賣。  

金銀珠寶商業 經營金銀珠寶等裝飾品買賣  

度量衡商業 經營度量衡器買賣。  

地磅商業 經營地磅。  

儀器商業 經營各種科學儀器及教育儀器買賣。  

葬儀商業 經營提供葬儀服務及壽材買賣。  

禮儀用品商業 經營各種婚喪喜慶禮儀用品買賣。  

佛具商業 經營各種佛具買賣  

倉庫商業 經營倉庫業。  

進出口商業 經營進出口業務。  

租賃商業 經營車輛、機器設備、醫療器材及其他儀器設備之出

租。 

  

病媒防治商業 經營蟲鴷鼠等病媒、害蟲防治及殺菌消毒業務。   

自動販賣商業 經營以自動販賣機出售各種商品。   

西藥代理商業 經營西藥代理業務。   

建築經理商業 經營經中央營建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經理業。   

不動產仲介經

紀商業 

經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務。   

錢幣郵票商業 經營紀念章、郵票、古幣及紀念幣次級市場之買賣業

務。 

  

船舶服務商業 經營船舶清理、經護及木工裝修承攬業。   

翻譯商業 經營各國語文之翻譯。   

加油站商業 經營主管機關核准之加油站業。   

餐盒食品商業 經營包裝成盒之餐具買賣。   

水族類商業 經營水族生物、水族用品、零售觀賞魚非處方藥品之

買賣。 

  

保全商業 經營保全業務。   

軸承商業 經營軸承買賣。   



環境檢驗測定

商業 

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環境檢驗測定業務。   

電話秘書傳呼

商業 

經營電話代撥叫傳話、代客戶購物、代客戶各種急救

等服務之業務。 

  

觀光遊樂園商

業 

經營各類型之觀光遊樂園或機械遊樂設施之業務。   

創業投資商業 經營經中央財政主管機關核准之創業投資業務。   

移民商業 經營經中央移民主管機關核准代辦之移民簽證及諮詢

業務。 

  

資源回收商業 從事廢棄資源（廢機動車輛除外）之回收及相關買賣

之業務。 

102.05.15(

修正範圍) 

廢棄物清除處

理商業 

經營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准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

（廢機動車輛除外）。 

  

建設機械商業 經營起重機械等各種建設機械之買賣、租賃、維修及

工程承攬業務。 

  

視聽歌唱商業 經營視聽歌唱業務。   

期貨業商業 經營期貨經紀、自營、槓桿交易、信託、經理、顧

問、交易輔助或其他期貨服務業務。 

  

工程顧問商業 經營各項工程之諮詢顧問業務。   

普通航空商業 以航空器經營國內外客貨運輸以外之航空業務。   

保齡球館商業 經營保齡球館業務。   

報驗商業 經營報驗業務。   

刺繡商業 經營刺繡及刺繡品買賣業務   

不動產鑑定商

業 

經營土地及其定著物之鑑定業務（會計師、建築師業

務除外）。 

  

公寓大廈管理

維護商業 

經營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業務   

留學服務商業 經營代辦留學服務業務。 新增 

金屬門窗商業 經營各種金屬門窗及其材料之買賣、安裝業務。 新增 

超級市場商業 經營超級市場業務。   

電信器材商業 經營各種電信器材買賣。 新增 

展覽暨會議商

業 

經營各種展覽業務暨代辦各種會議活動業務。 新增 

船舶貨物裝卸

承攬商業 

經營商港區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 新增 

電腦打字繕印

商業 

經營電腦打字繕印服務業。 新增 



環境檢驗測定

商業 

經營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環境檢驗測定業務。 新增 

水肥清除商業 經營水肥收集、處理業務。 新增 

環境用藥販賣

商業 

經營環境用藥之輸入、輸出、批發及零售業務。   

飼料及動物用

藥商業 

經營飼料、飼料添加物及動物用藥品業務。   

起重機商業 經營起重機之買賣、租賃、維修及工程承攬業務。   

工業安全衛生

器材商業 

經營工業安全衛生器材買賣業務。   

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商業 

經營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   

信託業商業 經營信託業及其附屬業務。   

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 

經營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務。   

汽車輪胎商業 經營汽車輪胎買賣業務。   

不動產開發商

業 

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業

務。 

102.03.13(

修正名稱) 

有線廣播電視

商業 

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播送、播映業務。   

寵物商業 經營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務（獸醫師業務除外）   

高爾夫球場商

業 

經營高爾夫球場業務。   

輸配電外線工

程商業 

經營輸配電外線工程業務。   

公益彩券經銷

商商業 

經公益彩券發行機構發給經銷證，經銷各類公益彩券

之業務。 

  

資訊休閒商業 經營資訊休閒業務 新增 

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商業 

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業務。 修正 

影音節目製作

商業 

經營錄影節目帶、雷射光碟、影音光碟、數位光碟等

之製作業務。 

新增 

酒類商業 經營酒類買賣業務。 新增 

機車租賃商業 經營機車租賃業務。   

非破壞檢測商

業 

經營非破壞檢測業務。   

預拌混凝土商 經營預拌混凝土及水泥製品之買賣業務。   



業 

影印商業 經營影印業務。   

再生能源商業 經營再生能源收集及處理業務。   

生物技術服務

商業 

經營生物技術服務業務（醫藥品除外）。   

工程技術顧問

商業 

經營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許可之工程技術服

務。 

  

健身房商業 經營健身房業務。   

寵物食品及用

品商業 

經營寵物食品（如供犬貓等寵物食用之乾糧、罐頭、

零食及營養品）及用品等買賣業務（寵物之繁殖、買

賣、用藥除外） 

102.03.14(

修正名稱) 

婚紗攝影商業 經營婚紗、禮服、攝影整套相關服務之業務。   

小貨車租賃商

業 

經營小貨車專供租賃為營業。 78.09.20

增列 

助聽器商業 經營助聽器器材買賣。   

徵信商業 經營工商信用調查。   

證券投資信託

暨顧問商業 

經營證券投資信託及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商港港勤交通

船商業 

經營港區內、外錨地載運引水人、船員、各公私單位

登輪執行業務及其他補給運送。 

  

金融機構債權

回收管理商業 

經營金融機構金錢債權收買業務，辦理金融機構金錢

債權之評價或拍賣業務及其他與金融機構資產管理相

關之業務。 

104.08.25(

修正名稱) 

能源技術服務

商業 

從事新淨潔能源（包含太陽能、生質與廢棄功能、地

熱、海洋能、風力、水力）、節約能源、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或抑制移轉尖峰用電負載之設備、系統及工程之

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製造、安裝、施工、維

護、檢測、代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及其相關技術服

務之行業。但從事各種能源機械設備之製造、安裝、

施工，則歸屬各設備之製造業。 

  

殯葬設施經營

商業 

經營公墓、殯儀館、火化場、骨灰（骸）存放設施。   

電視商業 經營無線電視電臺之事業。   

交通設施商業 經營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安全防護及管制設施、

交通控制系統等。 

  

矽砂商業 經營矽砂原料及成品買賣。   

太陽熱能商業 各種太陽能應用設備、產品、控制、零件之銷售、安   



裝、維修，含太陽能熱水系統、太陽能乾燥系統、太

陽熱能蒸餾系統、太陽熱能空調系統、太陽熱能動力

系統、太陽熱能動力發電系統、太陽熱能熱泵熱水系

統等設備及有關材料產品之銷售、安裝、服務、買賣

與進出口之業務。 

鳥類商業 鳥類買賣及繁殖業務（獸醫師業務除外）。   

戶外休閒用品

商業 

各種戶外休閒用品之批發、零售及維修。   

下水道疏濬工

程商業 

經營下水道排水箱涵管測溝等清理及疏濬業。   

環衛器材商業 經營環境衛生維護相關器材買賣業務。   

汽車拖吊商業 經營汽、機車拖吊業。   

加氣站商業 經營主管機關核准之加氣站業。   

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商業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工程規劃、可行性研究、設計、

施工、維護、檢測、操作、相關軟硬體構建與技術服

務，各種應用設備、產品、控制、零件之銷售、安

裝、維修，及相關材料產品之銷售、安裝、服務等業

務。 

  

無店面零售商

業 

經營從事以郵件及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等電子媒介

方式零售商品之業務。本商業主要以網路或其他廣告

工具提供廣告、型錄等商品資訊，經由郵件、電話或

網際網路下訂單後，商品直接從網際網路下載或以運

輸工具運送至客戶處。經由電視、收音機及電話銷售

商品及網際網路拍賣活動亦歸入本商業。不包括應經

許可始得銷售之商品。 

  

廢機動車輛回

收處理商業 

經營廢機動車輛回收、處理業務。   

盛裝飲用水商

業 

經營盛裝飲用水買賣業務。   

防火門商業 經營各類建築用防火門窗與相關配件材料、飾材等之

批發、零售與安裝等業務 

  

喜慶綜合服務

商業 

經營喜慶綜合服務及其相關諮詢、代辦喜慶儀式、喜

慶場所設計佈置、喜慶節目規劃執行及喜慶活動設計

業務（婚紗攝影除外）。 

  

食品流通商業 從事食品流通批發買賣、物流配送等業務（零售業及

汽車貨運業除外）。 

  

成人性用品商

業 

經營成人性用品買賣   



傳統整復推拿

商業 

經營以運用手技單純對人體骨骼肌肉施以物理性刺激

所為調理行為之行業，非屬醫療業務及不可涉及醫療

行為。 

102.08.29(

新增) 

多層次傳銷商

業 

經營多層次傳銷業務。 102.10.18(

新增) 

按摩商業 經營以傳統之按摩、指壓等手技，單純對人體施以紓

解筋骨，消除疲勞所為服務行為之行業，非屬醫療業

務及不可涉及醫療行為。 

102.11.05(

新增) 

水域遊憩活動

商業 

在水域經營下列活動： 103.08.06(

新增) 

  一、游泳、衝浪、潛水。   

  二、操作乘騎風浪板、滑水板、拖曳傘、水上摩托

車、獨木舟、泛舟艇、香蕉船等各類器具之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水域遊憩活動。   

運動彩券經銷

商商業 

取得運動彩券發行機構發給經銷證後，經銷運動彩券

業務。 

103.08.15(

新增) 

演藝活動商業 經營音樂、戲劇、舞蹈、雜藝等演藝有關業務之行

業。包括藝人、模特兒、團體等表演、經紀及入場券

（票）網路售票）等業務。 

104.02.04(

新增) 

租賃住宅服務

商業 

經營租賃住宅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 107.06.15(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