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藝術產稅務行業標準分類代碼 

一、 視覺藝術產業 

視覺藝術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4699-19 古玩書畫批發 古玩書畫批發。 

4699-20 雕塑品批發 包括雕刻品等批發。 

4719-15 綜合商品拍賣（零售）  

1.包括從事代為拍賣畫作、書法、雕塑、珠寶、首

飾、家具、裝設品等各類型商品之綜合商品拍賣。 

2.從事代為拍賣單一類型商品者應依照其所拍賣商品

類型分別歸入 G 大類「批發及零售業」之適當類別。  

4852-18 雕塑品零售 包括雕刻品等零售。 

4853-11 中古藝術品零售 

1.包括藝廊、畫廊、藝術中心等中古藝術品專賣之零售

或經紀。 

2.全新藝術品專賣零售應歸入 4852-99 子類「未分類其

他全新商品零售」。 

8592-11 美術教學 美術教學。 

8592-15 攝影教學 攝影教學。 

9010-11 繪畫創作 包括版畫等創作。 

9010-16 雕刻、雕塑創作 雕刻、雕塑創作。 

9010-19 藝術作品修復 包括博物館典藏文物修復服務。 

9010-20 藝術評論 藝術評論 

9010-99 其他創作 
包括錄像、裝置、新媒體、環境、攝影藝術、捏麵人

等創作。  

9030-19 藝文作品展覽活動籌辦 包括古文物展覽活動籌辦。 

9690-20 字畫裱褙 字畫裱褙。 

 

  



二、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4390-13 工作平臺架設工程 包括非供興建、改建、修繕等營造目的

使用之架設工程，如臨時舞臺架設、戲

臺竹棚架設等工程 

7900-12 戲劇、體育及其他娛樂活動售票服

務 

包括代訂運動票務、代訂藝文展演票務 

8592-12 戲劇教學 戲劇教學 

8592-13 音樂教學 音樂教學 

8592-14 舞蹈教學 舞蹈教學 

8592-99 其他藝術教育 其他藝術教育 

9010-14 戲劇創作 包括劇本創作 

9020-11 劇團 包括戲劇、歌劇、歌舞劇、話劇、國

劇、地方戲、皮影戲、木偶戲、布袋

戲、歌仔戲等 

9020-12 舞團 包括舞蹈演出等 

9020-13 音樂表演 1.包括樂團、交響樂團、歌詠團、歌唱表

演、音樂演奏等 

2.具有大眾普遍接受及具流行音樂性質之

音樂演唱及演奏，應歸入 9020-16「流行

音樂表演」 

9020-15 民俗藝術表演 包括說書、說大鼓、相聲、醒獅團、鑼

鼓陣、八家將、宋江陣、財神跳加官、

電音三太子等 

9020-99 其他藝術表演 包括魔術表演、馬戲團、雜技表演、水

（冰）上節目演出等 

9030-15 藝術表演活動籌辦、監製與經紀 1.包括節目安排等 

2.從事流行音樂表演活動籌辦、監製與經

紀，其應歸入 9030-16「流行音樂表演活

動籌辦、監製與經紀」。 

9030-17 服裝指導、表演造型設計 服裝指導、表演造型設計 

9030-18 燈光、舞臺設計服務 包括燈光指導、舞臺搭建、劇場設計等 

9030-99 其他創作及藝術表演輔助服務 包含表演動物訓練等 

 

  



三、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9030-11 劇院、劇場經營 從事經營戲劇院之行業 

9030-12 音樂廳、音樂展演空間經營 
從事流行音樂展演空間經營，應歸入 9030-13

「流行音樂展演空間經營」 

9103-11 社會教育館 社會教育館 

9103-99 
其他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

類似機構 

1.從事保存、維護、陳列、展示（覽）具歷史、

文化、藝術或教育價值之文物、古蹟、歷史建

築、考古遺址或自然文化景觀之行業 

2.從事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附屬空間經營之

事業(如商店、餐飲、旅宿) 

  



四、工藝產業 

工藝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1409-12 雕刻木製品製造 包括雕花木板、木雕小件等製造及木雕神像製作等 

2319-11 玻璃擺飾品製造 玻璃擺飾品製造 

2329-12 陶瓷裝飾品燒製 包括陶瓷雕像等燒製 

2329-99 未分類其他陶瓷製品製造 包括陶瓷家具、瓷酒瓶等燒製 

3391-12 珠寶及貴金屬飾物製造 
包括項鍊、耳環、戒指、頭飾等珠寶及貴金屬製之裝

飾品製造 

3391-13 金屬飾物製造 不包括貴金屬飾物製造 

3391-99 其他珠寶及金工製品製造 
包括人造珠寶、金屬錶帶、貴金屬刀具、貴金屬獎牌、

貴金屬及珠寶之鈕扣等製造 

3399-19 手工藝品製造 
不包括非金屬飾物、人造花、羽毛製品複合材質手工

藝品製造 

4566-11 金（銀）飾批發 
包括黃金、白金、白銀等貴金屬製飾品批發。亦包括

金、銀牌批發 

4566-12 珠寶批發 
包括鑽石、瑪瑙、翡翠、珍珠、珊瑚等寶石及其飾品

批發；亦包括玉首飾批發 

4699-16 礦物（寶石除外）批發 
包括貴金屬礦物、貝殼紋石品、玩賞石、水晶、天珠

等批發 

4699-17 手工藝品批發 包括人造花批發 

4745-11 金（銀）飾零售 
包括黃金、白金、白銀等貴金屬製飾品批發。亦包括

金、銀牌零售 

4745-12 珠寶零售 
包括鑽石、瑪瑙、翡翠、珍珠、珊瑚等寶石及其飾品

零售；亦包括玉首飾零售 

4852-16 礦物（寶石、貴金屬除外）零售 包括貝殼紋石品、玩賞石、水晶、天珠等零售 

4852-17 手工藝品零售 包括人造花零售 

8592-16 手工藝教學 手工藝教學 

9010-17 工藝品創作 
包括皮革、陶瓷、石材、玻璃、纖維（染、織）、木

製、竹材、紙、金屬、漆、複合媒材等工藝創作 

 

  



五、電影產業 

電影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5911-11 動畫影片製作 
1.包含全部以動畫影片製成之電視節目、電影片製作。 

2.從事線上動畫影片製作者，應歸入「線上影片節目製作」。 

5911-14 電影片製作 從事線上影片節目製作者，應歸入「線上影片節目製作」。 

5911-99 其他影片製作 從事線上影片及節目製作者，應歸入「線上影片及節目製作」。 

5912-00 
影片及電視節目

後製服務 

包括影片沖印及影片輸出、影片及電視節目剪輯、配音、字幕、轉

錄、動畫特效後製等服務。 

5913-11 
電影片代理及發

行 

包括電影片版權代理、電影片發行等。亦包括電影片版權買賣及授

權使用。 

5914-00 電影院 
從事在電影院、戶外或其他場所放映影片之行業，包括露天電影院

等。 

5920-13 電影錄音、音效 電影錄音、音效 

7719-15 

電影及電視節目

拍攝器材設備出

租 

電影及電視節目拍攝器材設備出租 

7730-13 影音光碟租賃 包括影片、影音光碟、錄影帶等出租。 

9322-12 視聽中心 包括音樂影音視聽（MTV）店等。 

 

  



六、廣播電視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5911-12 廣告影片製作 從事線上廣告影片製作者，應歸入 5911-15「線上影片節目製作」 

5911-13 電視節目製作 包括錄影節目帶等製作 

5911-15 線上影片及節目製作 

1.包括以網際網路傳輸、播放之影片及節目製作。 

2.經由電視傳播之節目製作，應歸入 5911-13「電視節目製作」。

3.經由電影院放映之影片製作，應歸入 5911-14「電影片製作」 

5913-12 電視節目代理及發行 
包括電視節目、錄影節目帶版權代理及發行等。亦包括電視節目、

錄影節目帶之版權買賣及授權使用  

5913-99 其他影片發行 
包括動畫影片版權代理及發行等。亦包括動畫影片之版權買賣及

授權使用 

5920-14 廣播節目製作及發行 包括廣播節目預錄帶製作、廣播廣告製作、廣播配音服務等 

5920-16 電視節目錄音、音效 電視節目錄音、音效 

6010-11 廣播電臺經營 廣播電臺經營 

6010-12 網路廣播 網路廣播 

6020-11 無線電視頻道經營 包括採用數位方式製播之無線電視頻道經營等 

6020-12 衛星電視頻道經營 包括提供衛星傳播電視服務頻道經營等 

6020-13 電視頻道代理商 
包括代理或購買無線及衛星電視頻道節目播放權，並授權或轉售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者轉播等 

6020-14 網路電視節目編排及播放 網路電視節目編排及播放 

6101-11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 包括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有線電視播送系統 

6109-11 衛星通信網路服務 包括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 

6312-11 線上影片串流服務 包括提供線上電視節目、電影及影片等串流服務 

7603-99 其他藝人及模特兒等經紀 
包括代理非流行音樂歌手、演員、藝術家、作家、運動員、模特

兒等簽訂合約或規劃事業發展等經紀服務 

  



七、出版產業 

出版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依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4581-12 書籍、雜誌批發 
包括已錄製書籍內容之 CD 或 DVD、賀卡、報紙、有聲

書光碟等批發 

4761-12 書籍、雜誌零售 
包括已錄製書籍內容之 CD 或 DVD、賀卡、報紙、有聲

書光碟等零售 

4869-11 書籍零售攤販 書籍零售攤販 

5811-11 實體新聞出版 包括以印刷形式發行之新聞出版等 

5812-11 實體雜誌及期刊出版 包括以印刷形式發行之雜誌及期刊出版等 

5812-12 數位雜誌及期刊出版 包括以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之雜誌及期刊出版等 

5813-11 實體書籍出版 

包括以印刷形式發行之書籍、參考書、字典、地圖集、技

術手冊、百科全書、音樂書籍等出版。亦包括實體有聲書

出版 

5813-12 數位書籍出版 
包括以電子形式（含網路）發行之書籍、參考書、字典、

地圖集、技術手冊、百科全書等出版 

9010-12 漫畫創作 漫畫創作 

9010-13 文學創作 包括散文、小說、詩歌等創作 

9010-18 自由撰稿者 包括自由撰稿記者等 

  



八、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之行業代碼與名稱 

行業代碼 名稱 定義 

4583-13 影音光碟批發 影音光碟批發 

4764-11 音樂光碟、影片光碟零售 音樂光碟、影片光碟零售 

4869-13 影音光碟零售攤販 影片音樂零售攤販 

5611-16 有娛樂節目餐廳 不包括酒家、歌廳、舞廳 

5920-11 流行音樂發行 

1.包括從事具有大眾普遍接受及具流行性質特色

之音樂發行，如流行音樂之唱片、線上音樂、音

樂錄影帶、伴唱帶等發行。 

2.非流行音樂發行，應歸入 5920-99「其他聲音錄

製及音樂發行」 

5920-12 音樂詞曲版權代理及授權使用 
包括取得音樂詞曲版權，授權使用於各類型媒體

使用，如廣播、電視、電影及其他媒體等。 

5920-15 錄音工程 
包括唱片、錄音帶錄製、廣告配樂錄製、代客錄

音等。 

5920-99 其他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 

1.包括非流行音樂發行、手機鈴聲製作、手機鈴

聲發行等。 

2.未發行音樂，僅提供串流收聽或下載之服務，

應歸入 6312-12「線上音樂串流服務」 

6312-12 線上音樂串流服務 包括提供線上音樂串流、數位歌曲下載等服務。 

7603-11 流行音樂歌手經紀 
包括代理流行音樂歌手簽訂合約，培訓養成、規

劃事業發展等經紀服務。 

7719-13 舞臺燈光、音響設備出租 舞臺燈光、音響設備出租 

9010-15 音樂詞曲創作 音樂詞曲創作 

9020-16 流行音樂表演 
包括具有大眾普遍接受及具流行性質之音樂演

唱及演奏等。 

9030-13 流行音樂展演空間經營 
包括提供音響燈光等硬體設備，供現場表演流行

音樂之展演場所等經營。 

9030-16 
流行音樂表演活動籌辦、監製

與經紀 

包括具有大眾普遍接受及具流行性質之音樂表

演活動籌辦、監製與經紀。 

9322-11 視唱中心（KTV） 包括卡拉 OK 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