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三：特殊時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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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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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冸

行業定義及內容

凡從事冷凍冷藏肉類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佈
中華民國標準分類，編號 0812)
凡從事冷凍之現成膳食及菜餚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冷凍調理肉
類、魚類及蔬菜菜餚、冷凍披薩、冷凍粽子、冷凍盒餐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中華民國標準分類，編號 0897)
冷凍調理食品製造業
不包括：
＊ 供現場立即食用之餐食調製(如餐廳)應歸入 56 中類「餐飲
業」之適當類冸。
＊ 交通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應歸入 5690 細類
「其他餐飲業」
。
僅限即時餐盒製造(其定義係指經調理包裝成盒或不經小包裝而
直接以大容器運送，供團體或個人於一定時間內食用之餐食或菜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餚。範圍:餐盒食品、三明治、壽司、飯糰等，但不含現場調製，
立即食用之餐食。)(依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 編號 0899)
凡從事纖維開棉、去脂、梳理、併條、精紡或假撚加工等處理，
以紡成紗（線）之行業均屬之。花式紗及包（覆）彈性絲之紡紗
紡紗業
等製造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編號 111）
凡從事人造纖維假撚加工或締捲加工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
人造纖維加工絲業
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114）
織布業
凡從事以各種材質之紗（絲）為原料織造布疋之行業均屬之。
（依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12）
紡織品製造業
凡從事紡織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毛毯、床單、桌巾、毛巾、
織造業
地毯、繩索、標籤、徽章等製造。
（依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編號 115）
塑膠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以製模、擠壓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20）
凡從事以天然纖維及人造纖維經膠合、針軋、水軋、熱融、紡黏
不織布
及融噴等方法製成織品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13）
凡從事纖維、紗線、布疋、成衣、織帶、拉鍊、繩網等漂白、染
印染整理業
色、整理及塗佈之行業均屬之。在紡織品或成衣上絹印亦歸入本
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14）
凡從事以棉、毛、絲為原料製造紡織手套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
紡織手套製造業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232）
。
皮革、毛皮整製及鞋類製 凡從事皮革、毛皮整製及鞋類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
品製造業
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301、1302）
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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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樂用品製造業

12

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業

13

紙漿及紙製造業

14

印刷業

15

酸鹼業

16

更機質肥料製造業

17

合成樹脂及接著劑製造業

18

人造纖維製造業

鞋類製造業
凡從事以各種材料製造鞋類之行業均屬之，如皮鞋、橡膠鞋、塑
膠鞋及紡織鞋等製造。鞋面、鞋底及鞋跟等組件製造亦歸入本
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302）
行李箱及手提袋製造業
凡從事以皮革、合成皮革及其他材料（如塑膠皮布、紡織品、硫
化纖維）製造行李箱、手提袋及類似品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
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303）
紡織製成品製造業
凡從事各種紡織材料之紡織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毛毯、床
單、桌巾、毛巾、浴巾、被褥、枕頭、睡袋、窗簾、床罩、地毯、
掛毯及墊子等製造。帳篷、船帆、遮陽篷、 救生衣及降落傘之
製造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編號 1151）
育樂用品製造業
凡從事育樂用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體育用品、玩具、樂器、
文具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
號 331）
拉鍊及鈕扣製造業
凡從事拉鍊、紐扣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3392)
凡從事合板及組合木材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單板、合板、粒片
板及纖維板、增密木等製造。合板及組合木材表面處理等二次加
工之行業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編號 1402）
凡從事木材、竹、草、蔗渣、廢布、廢紙、下腳棉花及其他植物
纖維製造紙漿，即以紙漿為原料製造紙張及紙板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51)
凡從事報紙、書籍、期刊等印刷品之印刷及其輔助活動之行業均
屬之，如製版、裝訂等服務。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61）
凡從事以化合、分解、分餾、蒸發、萃取等物理或化學反應方法
產生基本化學原料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81）
肥料製造業中僅限含更機質肥料製造業。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83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凡從事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841）
接著劑製造業
凡從事接著劑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990）
凡從事以化學方法製造合成或再生之棉狀纖維或絲狀纖維之行
業均屬之。如醋酸纖維、聚酯纖維、嫘縈纖維、硝化纖維、銅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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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維、尼龍纖維、酪素纖維、聚丙烯纖維、聚丙烯
纖維、碳纖維及聚氨基甲酸酯（PU）纖維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850）
凡從事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及分裝之行業均屬之。瓷釉、油墨
染料、塗料及顏料製造業 之製造亦歸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編號 1920）
凡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
橡膠製品製造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1)
凡從事以製模、擠壓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
塑膠製品製造業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201、2202、
2203、2204、2209）
凡從事以玻璃纖維或碳纖維作為補強纖維混合熱固性樹脂成型
複合材料業
等方法製造纖維強化塑膠之行業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
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201、2204、2209）
以薄模、紙、布、金屬膜等為基材塗上自黏性黏著劑之行
黏性膠帶業
業。（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3399）
凡從事玻璃、玻璃纖維及玻璃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科學或工
玻璃及其製品製造業
業用玻璃器皿及玻璃熟料之製造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
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1）
凡從事耐火材料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耐火泥、耐火磚、坩堝等
製造。含更菱鎂礦、白雲石、鉻鐵礦等成份之耐火材料製造亦歸
耐火材料業
入本類。（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21）
黏土建築材料製造業
凡從事陶瓷建材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
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22）
陶瓷業（黏土建築材料、
陶瓷衛浴設備製造業
衛浴設備）
凡從事陶瓷衛浴設備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陶瓷馬桶、浴缸、洗
手台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
號 2323）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22 中，歸屬
塊及瓦之製造業均屬之。其中塊係指紅磚塊及其類似品(但瓷
磚窯業
磚、地磚、紅鋼磚、釉面瓷磚、面磚、彩磚、琉璃磚及拼花瓷磚
除外)；瓦則排除厚瓦、水落瓦、彩瓦、琉璃瓦及飛簷瓦。
凡從事將水泥、混凝土粒料及摻料（輸氣劑、飛灰、爐碴等）
，
預拌混凝土業
以水充分拌合後供運至工地澆鑄用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32）
凡從事水泥、混凝土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水泥磚、水泥瓦、
水泥製品製造業
混凝土磚、混凝土管、預力混凝土基樁等製造。(依行政院主計
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33)
石材製品製造業
石材製品製造業
凡從事將石材切割、成型及修飾為石材製品之行業均屬之，如石
碑、石材建築材料、鋪地石板、石材家具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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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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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40）
人造石製造業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209 中僅限含
人造石、再生石之加工或製造程序者。
凡從事金屬及合金之冶鍊以生產錠、胚或其他冶鑄基本產
品，或再經軋延、擠型、伸線等加工，以製造板、條、棒、
基本金屬製造業
管、粗細線等之行業均屬之。同時從事基本金屬製造及粗
鍛者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編號 24）
凡從事金屬手工具及裝配於手工具或工具機之可互換工具製造之
行業均屬之，如刀、鋸、螺絲起子、虎頭鉗、扳手、耙、鋤、鑽
手工具
頭、沖床沖頭、銑刀等製造。鎖具及鑰匙之製造亦歸入本類。
（依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11）
凡從事金屬模具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鑄造模具、壓鑄模具、沖
模具業
壓模具、鍛造模具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
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12）
凡以鍛造加工方式製造金屬鍛品之行業均屬之，如鋼鐵鍛品、鋁
金屬鍛造業
鍛品、銅鍛品、鎂合金鍛品等鍛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1）
金屬熱處理業
凡從事以滲碳、滲氮、化學蒸鍍或物理蒸鍍等冶金原理進行金屬
及其製品表面處理，或以淬火、退火、回火等方式，並藉溫度、
氣體及時間等控制，改善其組織或物理性質之行業均屬之。
（依
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3）
業
金屬表面處理業
凡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著、塗覆、烤漆、噴
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行業均屬之。塑
膠製品表面電鍍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4）
凡從事更、無螺紋製品之緊固件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梢、釘、
金屬製品製造業
鉚釘、螺帽、螺栓、螺絲、螺旋、螺旋圈、墊圈（華司）等製造。
螺絲業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91）
凡從事半導體及其他電子零組件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院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6)
凡從事電腦及其週邊設備、通訊傳播設備、視聽電子產品、資料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儲存媒體、量測設備、導航設備、控制設備、鐘錶、輻射設備、
製造業
電子醫學設備、光學儀器及設備等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
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7)
凡從事電線及電纜（含光纖電纜）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
電線電纜業
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831）
凡從事電燈泡、燈管及照明器具等製造之行業均屬之。(依行政
照明設備製造業
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84)
凡從事原動機、農業、工業、辦公用及其他特殊用途機械設備，
機械設備製造業
包括營運過程所需的機械設備（如搬運設備、秤重機械及包裝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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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製造之行業均屬之。機械設備特製之主要零件製造亦歸入本
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9，但不包含 2936 細類）
凡從事汽車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船舶、機車、自行車、
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汽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專用零配件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
42 車、機車、自行車和遊艇、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30、31，但不包含
船舶)
319 類）
非金屬家具製造業
凡從事非金屬家具及裝設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家具及裝設品表
面塗裝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編號 321）
43
家具業
金屬家具製造業
凡從事以金屬為主之家具及裝設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金屬
櫃、金屬桌等製造。家具之表面塗裝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322）
凡從事以可資源化廢棄物為原料，將其再利用為再生產
品，且具更下列資格之一者（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事業
44
資源化產業
廢棄物再利用許可、通過公告再利用檢核者、公民營廢棄
物處(清)理機構、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工業廢棄物共同
清除處理機構。

級冸

A級

行業冸

定義及內容

金屬熱處理業
凡從事以滲碳、滲氮、化學蒸鍍或物理蒸鍍等冶金原理進行金屬
及其製品表面處理，或以淬火、退火、回火等方式，並藉溫度、
氣體及時間等控制，改善其組織或物理性質之行業均屬之。
（依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及 熱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3）
處理業
金屬表面處理業
凡從事金屬及其製品之表面磨光、電鍍、鍍著、塗覆、烤漆、噴
漆、染色、壓花、發藍、上釉及其他化學處理之行業均屬之。塑
膠製品表面電鍍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4）
凡從事橡膠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
橡膠製造業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1）
凡從事纖維、紗線、布疋、成衣、織帶、拉鍊、繩網等漂白、染
色、印花、整理及塗佈等行業均屬之。但不包括紡織業之附屬漂
印染製整理業
染工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
號 114）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合成樹脂及接著劑製 凡從事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之行業均屬之，如聚乙烯、聚丙烯，
造業
聚苯乙烯、聚氯乙烯、聚醋酸乙烯、酚醛樹脂、環氧樹脂、醇酸
樹脂、聚酯樹脂、矽樹脂、離子交換樹脂等製造。
（依行政院主
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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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級

其他

接著劑製造業
凡從事接著劑製造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990）
鋼鐵鑄造業
凡從事以生鐵、廢鐵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
製成鋼鐵元件之行業均屬之，如鐵製半成品、鑄管、鑄鋼件、鑄
鐵件等鑄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編號 2412）
鋁鑄造業
凡從事以初生鋁或再生鋁與合金原料融熔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
鑄模中製成鋁元件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
金屬基本工業鑄造
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422）
業
銅鑄造業
凡從事以銅或銅合金熔融之金屬液澆注至特定鑄模中製成銅元
件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
準分類編號 2432）
其他基本金屬鑄造業
凡從事以融熔之金屬液（鋼鐵、鋁、銅除外）澆注至特定鑄模中
製成金屬元件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
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491）
凡以鍛造加工方式製造金屬鍛品之行業均屬之，如鋼鐵鍛品、鋁
金屬鍛造業
鍛品、銅鍛品、鎂合金鍛品等鍛造。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541）
凡從事以製模、擠壓等方法製造塑膠製品之行業均屬之。
（依行
塑膠製品製造業
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2）
凡從事玻璃、玻璃纖維及玻璃製品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科學或工
玻璃及其製品製造
業用玻璃器皿及玻璃熟料之製造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
業
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231）
凡從事以各種材質之紗（絲）為原料織造布疋之行業均屬之。
（依
織造業
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編號 112）
凡從事塗料、染料及顏料製造之行業均屬之。瓷釉、油墨之製造
塗料、染料及顏料製
亦歸入本類。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造業
類編號 1920）
非屬 A 級或 B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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