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业别项目 

经审字第 09804603370 号，并自中华民国九十八年六月三十日生效。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业别项目－制造业 

中类 

编号 
中类业别 细类编号及业别 限制条件 

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 
备注 

1111 棉纺纱业    

1112 毛纺纱业    

1113 人造纤维纺纱业    

1114 人造纤维加工丝业    

1119 其它纺纱业    

1121 棉梭织布业    

1122 毛梭织布业    

1123 人造纤维梭织布业    

1124 玻璃纤维梭织布业    

1125 针织布业    

1129 其它织布业    

1130 不织布业    

1140 印染整理业    

1151 纺织制成品制造业    

1152 绳、缆、网制造业    

11 纺织业 

1159 其它纺织品制造业    

经济部    

1211 梭织外衣制造业    

1212 梭织内衣及睡衣制造

业 

   

1221 针织外衣制造业    

1222 针织内衣及睡衣制造

业 

   

1231 袜类制造业    

1232 纺织手套制造业    

1233 纺织帽制造业    

12 成衣及服饰品

制造业 

1239 其它服饰品制造业    

经济部    

2101 轮胎制造业    

2102 工业用橡胶制品制造

业 

   

21 橡胶制品制造

业 

2109 其它橡胶制品制造业    

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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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 塑料皮、板、管材制

造业 

   

2202 塑料膜袋制造业    

2203 塑料日用品制造业    

2204 工业用塑料制品制造

业 

   

22 塑料制品制造

业 

2209 其它塑料制品制造业    

经济部    

2620 被动电子组件制造业    26 电子零组件制

造业 2699 未分类其它电子零组

件制造业 

   

经济部    

2711 计算机制造业    

2721 电话及手机制造业    

2729 其它通讯传播设备制

造业 

   

2730 视听电子产品制造业    

2740 数据储存媒体制造业    

2760 辐射及电子医学设备

制造业 

   

27 计算机、电子

产品及光学制

品制造业 

2779 其它光学仪器及设备

制造业 

   

经济部    

2810 发电、输电、配电机

械制造业 

   

2831 电线及电缆制造业    

2832 配线器材制造业    

2851 家用空调器具制造业    

2852 家用电冰箱制造业    

2853 家用洗衣设备制造业    

2854 家用电扇制造业    

28 电力设备制造

业 

2859 其它家用电器制造业    

经济部    

2921 农用及林用机械设备

制造业 

   

2922 采矿及营造用机械设

备制造业 

   

2923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

作用机械设备制造业 

   

29 机械设备制造

业 

2924 纺织、成衣及皮革生

产用机械设备制造业 

   

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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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 汽车制造业    

3020 车体制造业    

30 汽车及其零件

制造业 

3030 汽车零件制造业    

经济部    

3110 船舶及其零件制造业    

3131 自行车制造业    

31 其它运输工具

制造业 

3132 自行车零件制造业    

经济部    

3211 木制家具制造业    

3219 其它非金属家具制造

业 

   

32 家具制造业 

3220 金属家具制造业    

经济部    

3311 体育用品制造业    33 其它制造业 

3329    其它医疗器材及用

品制造业 

   

经济部    

注：本表行业分类方式之依据为行政院 95 年 5 月「中华民国行业标准分类（第 8 次修正）」。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业别项目－服务业 

中类 

编号 
中类业别 细类编号及业别 限制条件 

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 
备注 

01 农、牧业  0133 畜牧服务业 属附带于畜牧业之顾

问服务业，且非涉及家

禽孵育及家畜禽配种

者  

农委会 服务业承诺表：附带于

畜牧业之顾问服务业。

05 石油及天然气

矿业  

0500 石油及天然气矿业 非属采矿者  经济部 

06 砂、石及黏土

采取业  

0600 砂、石及黏土采取业 非属采矿者  经济部  

07 其它矿业及土

石采取业  

0700 其它矿业及土石采取

业 

非属采矿者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附带于

矿业之服务业。  

34 产业用机械设

备维修及安装

业  

3400 产业用机械设备维修

及安装业 

民用航空器维修  交通部  服务业承诺表：空运服

务业（航空器维修）。

37 废（污）水处

理业  

3700 废（污）水处理业    环保署  

3811 无害废弃物清除业    

3812 有害废弃物清除业    

3821 无害废弃物处理业    

3822 有害废弃物处理业    

38 废弃物清除、

处理及资源回

收业  

3830 资源回收业    

环保署  

服务业承诺表：污水处

理服务业、废弃物处理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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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 商品经纪业 非属活动物之商品经

纪商者  

经济部  

4520 综合商品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经济部  

4531 谷类及豆类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32 花卉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39 其它农产原料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41 蔬果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42 肉品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43 水产品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44 冷冻调理食品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经济部  

4545 乳制品、蛋及食用油

脂批发业 

非属农产品市场交易

法所称之农产品批发

市场者  

农委会  

经济部  

4546 烟酒批发业    财政部  

4547 非酒精饮料批发业    经济部  

4548 咖啡、茶叶及香料批

发业 

   经济部  

4549 其它食品批发业    经济部  

4551 布疋批发业    经济部  

4552 服装及其配件批发业    经济部  

45-46 批发业  

4553 鞋类批发业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经纪商

服务业（活动物除外）、

批发交易服务业（武器

及军事用品、活动物及

农产品市场交易法所称

之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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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9 其它服饰品批发业    经济部  

4561 家庭电器批发业    经济部  

4562 家具批发业    经济部  

4563 家饰品批发业    经济部  

4564 家用摄影器材及光学

产品批发业 

   经济部  

4565 钟表及眼镜批发业    经济部  

卫生署  

4566 珠宝及贵金属制品批

发业 

   经济部  

4567 清洁用品批发业    经济部  

4569 其它家庭器具及用品

批发业 

   经济部  

4571 药品及医疗用品批发

业 

   卫生署  

4572 化妆品批发业    卫生署  

4581 书籍、文具批发业    经济部  

4582 运动用品、器材批发

业 

   经济部  

4583 玩具、娱乐用品批发

业 

   经济部  

4611 木制建材批发业    经济部  

4612 砖瓦、砂石、水泥及

其制品批发业 

   经济部  

4613 磁砖、贴面石材、卫

浴设备批发业 

   经济部  

4614 漆料、涂料批发业    经济部  

4615 金属建材批发业    经济部  

4619 其它建材批发业    经济部  

4621 化学原料批发业    经济部  

4622 化学制品批发业    经济部  

环保署  

农委会  

4631 石油制品燃料批发业    经济部  

4639 其它燃料批发业    经济部  

4641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

备、软件批发业 

   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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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2 电子设备及其零组件

批发业 

   经济部  

4643 农用及工业用机械设

备批发业 

   经济部  

4644 办公用机械器具批发

业 

   经济部  

4649 其它机械器具批发业    经济部  

4651 汽车批发业    经济部  

4652 机车批发业    经济部  

4653 汽机车零配件、用品

批发业 

   经济部  

4691 回收物料批发业    经济部  

环保署  

4699 未分类其它专卖批发

业 

   经济部  

4711 食品饮料为主之综合

商品零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4719 其它综合商品零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4721 蔬果零售业    农委会  

经济部  

4722 肉品零售业    农委会  

经济部  

4723 水产品零售业    农委会  

经济部  

4729 其它食品及饮料、烟

草制品零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财政部  

4731 布疋零售业    经济部  

4732 服装及其配件零售业    经济部  

4733 鞋类零售业    经济部  

4739 其它服饰品零售业    经济部  

4741 家庭电器零售业    经济部  

4742 家具零售业    经济部  

4743 家饰品零售业    经济部  

47-48 零售业  

4744 钟表及眼镜零售业    经济部  

卫生署  

服务业承诺表：零售服

务业（武器及军事用品、

药局、药房、药妆店及

活动物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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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5 珠宝及贵金属制品零

售业 

   经济部  

4749 其它家庭器具及用品

零售业 

   经济部  

4761 书籍、文具零售业    经济部  

4762 运动用品、器材零售

业 

   经济部  

4763 玩具、娱乐用品零售

业 

   经济部  

4764 音乐带及影片零售业    经济部  

4810 建材零售业    经济部  

4821 加油站业    经济部  

4829 其它燃料零售业    经济部  

4831 计算机及其外围设

备、软件零售业 

   经济部  

4832 通讯设备零售业    经济部  

4833 视听设备零售业    经济部  

4841 汽车零售业    经济部  

4842 机车零售业    经济部  

4843 汽机车零配件、用品

零售业 

   经济部  

4851 花卉零售业    农委会  

经济部  

4852 其它全新商品零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4853 中古商品零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内政部  

4871 电子购物及邮购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4872 直销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公平交易

委员会  

  

4879 未分类其它无店面零

售业 

非属药局、药房、药妆

店或活动物之零售者 

经济部  

 

4939 其它汽车客运业 属附驾驶之小客车租

赁业者  

交通部  49 陆上运输业  

4940 汽车货运业    交通部  

服务业承诺表：公路运

输服务业（包括汽车货

运业、汽车路线货运业、

汽车货柜货运业、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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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租赁业、小货车租赁

业）。  

50 水上运输业  5010 海洋水运业 属船舶运送业，限于大

陆籍业者依「海峡两岸

海运协议」来台设立分

公司及办事处者  

交通部  本项为配合两岸海运直

航协议。  

51 航空运输业  5101 民用航空运输业 限于大陆籍业者依「海

峡两岸包机会谈纪要」

及「海峡两岸空运补充

协议」来台设立分公司

及办事处者  

交通部  本项为配合两岸空运直

航协议。  

55 住宿服务业  5510 短期住宿服务业 属观光旅馆者  交通部  

56 餐饮业  5610 餐馆业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旅馆（包

括观光旅馆、一般旅馆）

及餐厅。  

61 电信业  6100 电信业 属第二类电信事业之

一般业务者，投资人须

为在海外或大陆地区

上市之电信业者，且总

持 股 比 率 以 不 超 过

50%为限  

国家通讯

传播委员

会  

交通部  

服务业承诺表：基本电

信服务之转售业务及电

信加值服务业，但均不

含语音单纯转售服务、

E.164 用户号码网络电

话服务、非 E.164 用户

号码网络电话服务、租

用国际电路提供不特定

用户国际间之通信服务

或其它经主管机关公告

之营业项目。  

6201 计算机软件设计业    

6202 计算机系统整合服务

业 

   

62 计算机系统设

计服务业  

6209 其它计算机系统设计

服务业 

   

经济部  

6311 入口网站经营业    63 数据处理及信

息供应服务业 6312 数据处理、网站代管

及相关服务业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计算机

及其相关服务业。  

   

7121 环境检测服务业    环保署  71 建筑、工程服

务 及 技 术 检

测、分析服务

业  

7129 其它技术检测及分析

服务业 

属车辆、机械、电机、

电子产品之技术检测

经济部  

交通部  

服务业承诺表：技术检

定与分析服务业（包括

环境检测、车辆检验、

技 术 测 试 及 分 析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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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析服务者  环保署  业，不包括与医药设备、

食 物 及 食 品 相 关 之 服

务）。 

7210 自然及工程科学研究

发展服务业 

   

7220 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

发展服务业 

   

72 研究发展服务

业  

7230 综合研究发展服务业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研究发

展服务业。  

74 专门设计服务

业  

7409 其它专门设计服务业 属特制品之设计服务

者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其它商

业服务业之特制品设计

服务业。  

77 租赁业  7721 汽车租赁业 属未附驾驶之小客车

或小货车租赁者  

交通部  服务业承诺表：公路运

输服务业（包括小客车

租 赁 业 、 小 货 车 租 赁

业）。  

82 业务及办公室

支持服务业  

8202 会议及展览服务业 属会议服务者  经济部  服务业承诺表：会议服

务业。  

注：本表行业分类方式之依据为行政院 95 年 5 月「中华民国行业标准分类（第 8 次修正）」。 

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非承揽）公共建设项目 

项次 项目 限制条件 

一 民用航空站及其设施 １、须位于航空站陆侧且非涉及管制区者。 

２、外资（含陆资）持股比率须低于 50%，且不得超过

台湾地区最大股东之持股比率。 

 １、航空附加价值作业设施，含厂房、仓储、

加工、运输等必要设施。 

   

 ２、航空事业营运设施，指投资兴建及营运

航空事业办公或具交通系统转运等功能之设

施，且申请开发土地面积达 1 公顷以上。 

   

 ３、航空训练设施。    

 ４、过境旅馆。    

 ５、展览馆。    

 ６、国际会议中心。    

 ７、停车场。    

二 港埠及其设施  陆资持股比率须低于 50%，且不得超过其它非陆资最大

股东之持股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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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船舶停泊、货物装卸、仓储、驳运作业

之水面、陆上、海底设施、游艇码头及其它

相关设施。  

不含土地之投资总额须达新台币 10 亿元以上。  

 ２、新商港区开发，含填地、码头及相关设

施。  

不含土地之投资总额须达新台币 25 亿元以上。  

 ３、各专业区附加价值作业设施，含厂房、

仓储、加工、运输等必要设施。  

不含土地之投资总额须达新台币 10 亿元以上。  

三 观光游憩重大设施     

 指在风景区、风景特定区及其它经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认定之游憩（乐）区内之游憩（乐）

设施、住宿、餐饮、解说等相关设施、区内

及联外运输设施、游艇码头及其相关设施。

   

注１：本表分类方式之依据为「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施行细则」。 

注２：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在台湾地区投资（非承揽）公共

建设，应依「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及其相关规定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