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分類 說明

清潔用品 家庭、辦公清潔用品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清潔環境、場所、運輸工具或物品之清潔用具、用

品，例如掃具、擦拭布、手套、（天然手做）手工皂、（天然手做）清潔劑、（天然

手做）洗碗精、（天然手做）精油噴霧等。

洗車服務 運輸工具清潔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式運輸、交通工具之清洗、美容保養等專業清潔服務。

輔助器具

1.器具設備生產類

2.器具設備維修類

3.設施工程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無障礙器具、用品，例如無障礙標誌、扶手、警示燈、

斜坡板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或協助第1項相關器具設施之維修、保養等。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或協助第1項相關器具設施之施工、組裝等。

交通服務 無障礙交通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進行駕駛、參與協助或服務之復康巴士等。

印刷 印刷排版設計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印刷品之設計、排版、印刷之服務，例如手冊、各類紀念冊、講

義、公文或光碟製作等。

洗衣服務 衣物布品送洗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式布製品(桌巾)、衣物、制服、寢具用品(床單、被套)之收送

洗等服務。

家庭用品
1.家居用品類

2.家用餐具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生活用品，例如衛生（擦手）紙、窗簾、寢具、

棉被、床罩、各式墊子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餐具等，例如環保餐具、圍裙等。

清潔服務 環境清潔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提供各類環境清潔及資源回收服務，例如大樓、居家、辦公場所

或回收場等。

演藝服務
1.節目表演類

2.會場佈置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現場各類節目、活動表演、錄製節目等文藝創作。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類節目會場佈置、設備架設等。

手工藝品 手工藝品文創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製作各種造型手工藝品（非一般可大量產製型商品），例

如繪畫、木雕、皮製、吊飾、造型隨身碟等手工文藝術創作。

餐飲服務 簡餐外燴類
指提供各項餐點並由身心障礙者現場參與烹調、招待、結帳等生產或服務之形式，例

如外燴送餐、簡餐廳烹調、服務等。

園藝產品 園藝造景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培養土、花卉、盆栽、園藝造景、園藝修剪、美化等生產製

作或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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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

1.食品禮盒類

2.飲料冰品類

3.便當餐盒類

1.指適用為各種節慶活動、送禮等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或組裝之各式食品禮盒等，

如中秋月餅禮盒等。

2.指供人飲食並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冷熱飲或冰品類，例如各式飲料冰品、甜點

等。

3.指供人飲食並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各式便當或烘焙類組合、例如會議便當、會

議餐盒等。



項目 分類 說明

其他
防疫用品類

其他生產服務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一般或醫療用口罩、防護衣、防疫手作清潔液(洗手乳)等防疫

用品。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卻未列於現行生產或服務列表中之新興項目。

代工服務

1.食品代（加）工類

2.非食品代（加）工類

3.建材加工服務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食品原料加工、代工生產或包裝及裝箱等服務，例如咖啡豆（

含濾掛式）、茶葉、堅果類等各式原料進貨進行烘焙或分裝稱重、封膜及貼標、裝箱

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食品類以外之物品代工、加工或組裝，例如櫥櫃、辦公家具、

循環扇、節能燈具等設備。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工程類之物品代工、加工或組裝，例如水溝蓋、環保材料等。

客服服務

1.程式、網頁設計類

2.電子商務客服行銷類

3.勞務客服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政府或接受政府補助機關委託管理、程式開發或設計官方網

站、網頁、資訊系統維護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行銷客服、打字、點字有聲書、市調、影音創作、手機通訊產

品維護、各式物業管理服務等電子化資訊服務。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機器設備維護、更換及回收、協助政府機關廣告宣傳、教學活

動，例如環保再生碳粉匣、廣告車隊、視障者電腦教學等。



項目 分類 說明 項目 分類
商品名稱

(依平台系統登錄為準)

烘焙類 麵包、蛋糕、餅乾、吐司、蛋黃酥、鳳梨酥等

米麵製品 油飯、米粉、水餃、包子、饅頭等

冰品飲料 咖啡、咖啡豆、茶、果汁等

節慶禮盒 節慶(水果)禮盒、伴手禮等

便當、餐盒 各式便當、中西式餐盒、沙拉盒等

蔬果茶葉 各類蔬菜、地瓜、水果、高山茶葉等

醃漬品 蜜餞、泡菜等

肉類食品 雞蛋、肉紙、冷凍食品、魯味等

堅果類 綜合堅果、瓜子、花生(糖)、果醬、QQ餅、穀粉、核桃等

其他 各式果乾、油品、各式火鍋等

簡餐

外燴

其他

盆栽

園藝造景 園藝修整服務等

花卉（束）

其他 有機肥等

表演節目 雕刻教學活動等

喜(節)慶會場佈置 舞台設計佈置、棚架、氣球、音響配備、桌椅出租等

陶藝類(軟陶樹脂) 馬克杯等

玻璃藝品 琉璃製品、果凍蠟燭等

紙藝品 卡片、紙類文創商品等

皮雕藝品 皮包、錢包、圍裙、名片夾、電腦包、記事本等

吊飾藝品 手機吊飾、中國節、鑰匙圈等

布類編織藝品 拼布、壁飾、口罩、福袋等

金屬藝品 手鍊、文創商品等

繪畫藝品 油畫、國畫、彩繪等

木製藝品 獎牌、原木造型花器、文創商品、托盤、掛畫、拼圖等

油脂製品 香皂、精油、蠟燭等

其他 胸花、緞帶花飾、壓克力雕刻、隨身碟、銀飾、戒指、滑鼠墊等

清潔用品 家庭、辦公清潔用品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清潔環境、場所、運輸工具或物品之清潔用

具、用品，例如掃具、擦拭布、手套、（天然手做）手工皂、（天然手做）清潔

劑、（天然手做）洗碗精、（天然手做）精油噴霧等。

清潔用品 清潔用品
抹(擦拭)布、拖把、掃把、圍裙、手套、袖套手工皂、各式清潔打掃用具、手做

天然清潔劑(洗碗精)、手做天然精油噴霧等

寢具 棉被、床罩(單、包)、枕頭、毛毯等

家俱(編織縫紉品) 桌巾、椅墊、抱枕、腳踏墊等

餐具 環保餐具、餐桌墊、杯組(墊)等

其他 衣帽、浴巾、圍裙、節能燈管、窗簾、蚊香、精油(膏)等

辦公大樓清潔

居家社區清潔

其他 廢棄物清運、資源回收、其他清洗服務等

洗車服務 運輸工具清潔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式運輸、交通工具之清洗、美容保養等專業清潔服務。 洗車服務 洗車服務 打蠟、鍍膜、皮革保養、美容等

園藝產品

演藝服務

手工藝品

家庭用品

清潔服務

餐飲服務 簡餐外燴類
指提供各項餐點並由身心障礙者現場參與烹調、招待、結帳等生產或服務之形式

，例如外燴送餐、簡餐廳烹調、服務等。

現行項目與分類

餐飲服務

食 品

手工藝品 手工藝品文創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製作各種造型手工藝品（非一般可大量產製型商品）

，例如繪畫、木雕、皮製、吊飾、造型隨身碟等手工文藝術創作。

家庭用品
1.家居用品類

2.家用餐具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生活用品，例如衛生（擦手）紙、窗簾、寢

具、棉被、床罩、各式墊子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一般家庭餐具等，例如環保餐具、圍裙等。

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項目分類修正對照表

清潔服務 環境清潔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提供各類環境清潔及資源回收服務，例如大樓、居家、辦公

場所或回收場等。

園藝產品 園藝造景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培養土、花卉、盆栽、園藝造景、園藝修剪、美化等生

產製作或服務等。

演藝服務
1.節目表演類

2.會場佈置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現場各類節目、活動表演、錄製節目等文藝創作。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類節目會場佈置、設備架設等。

修正項目與分類

食 品

1.食品禮盒類

2.飲料冰品類

3.便當餐盒類

1.指適用為各種節慶活動、送禮等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或組裝之各式食品禮盒

等，如中秋月餅禮盒等。

2.指供人飲食並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冷熱飲或冰品類，例如各式飲料冰品、

甜點等。

3.指供人飲食並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各式便當或烘焙類組合、例如會議便

當、會議餐盒等。



項目 分類 說明 項目 分類
商品名稱

(依平台系統登錄為準)

衣物清洗 衣物(制服)、各式床被單(套)、桌巾等

其他

輔助器具

1.器具設備生產類

2.器具設備維修類

3.設施工程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生產之無障礙器具、用品，例如無障礙標誌、扶手、警示

燈、斜坡板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或協助第1項相關器具設施之維修、保養等。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或協助第1項相關器具設施之施工、組裝等。

輔助器具 輔助器具 無障礙標誌、無障礙扶手、警示燈、標示牌、斜坡板、輔具維修等

交通服務 無障礙交通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進行駕駛、參與協助或服務之復康巴士等。 交通服務 復康巴士 無障礙(巴士)公車服務等

專業印刷 講義、公文、手冊、日誌、畢業紀念冊等印製等

名片

海報卡片

其他 設計、排版、光碟拷貝印刷、數位印刷等

電話行銷

客戶諮詢服務 輔具租賃及客服諮詢等

市場調查

其他 逐字稿、加油服務、視障者電腦教學、按摩、鋼琴調音、影印機租賃服務等

資訊服務

網頁設計、系統開發、電腦打字、APP無障礙檢測、無障礙網頁檢測、點字書、有

聲書、網站維護、系統維護、資安修補維護、校園智慧整合平台、電子看板資料

庫管控系統、雲端數位教材管理系統、數位式語言教學系統等

產品代（加）工
印章、組合系統櫃、空氣濾淨網、識別證、等監視器系統設備、黑板、空氣清靜

機、嵌入式LED高畫質互動顯示屏模組、教具、防焰窗簾

其他
視障生活體驗課程、防盜投影機組、PM2.5空氣質量監測資訊顯示幕系統、鋁合金

系統隔屏、油漆粉刷、撿球器、環保再生碳粉匣更換等

其他
防疫用品類

其他生產服務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一般或醫療用口罩、防護衣、防疫手作清潔液(洗手乳)等

防疫用品。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卻未列於現行生產或服務列表中之新興項目。

其他

代工服務

印刷

洗衣服務

客服服務

洗衣服務 衣物布品送洗服務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各式布製品(桌巾)、衣物、制服、寢具用品(床單、被套)之

收送洗等服務。

節能專區(節能燈具、風扇)、環保產品(環保氣密蓋板)、辦公家具（課桌椅、收納櫃）等

代工服務

1.食品代（加）工類

2.非食品代（加）工類

3.建材加工服務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食品原料加工、代工生產或包裝及裝箱等服務，例如咖啡

豆（含濾掛式）、茶葉、堅果類等各式原料進貨進行烘焙或分裝稱重、封膜及貼

標、裝箱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食品類以外之物品代工、加工或組裝，例如櫥櫃、辦公家

具、循環扇、節能燈具等設備。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工程類之物品代工、加工或組裝，例如水溝蓋、環保材料

等。

印刷 印刷排版設計類
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印刷品之設計、排版、印刷之服務，例如手冊、各類紀念

冊、講義、公文或光碟製作等。

客服服務

1.程式、網頁設計類

2.電子商務客服行銷類

3.勞務客服類

1.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政府或接受政府補助機關委託管理、程式開發或設計官方

網站、網頁、資訊系統維護等。

2.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行銷客服、打字、點字有聲書、市調、影音創作、手機通

訊產品維護、各式物業管理服務等電子化資訊服務。

3.指由身心障礙者參與機器設備維護、更換及回收、協助政府機關廣告宣傳、教

學活動，例如環保再生碳粉匣、廣告車隊、視障者電腦教學等。

修正項目與分類 現行項目與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