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6年度第1次會議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執掌與運作方式，報請鑒

察。 

說明： 

一、 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以下簡稱諮詢小組）於

104年4月成立，由機關代表及民間代表委員組成。 

二、 諮詢小組之任務︰ 

（一) 擬訂本總處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強化政府資料開放質與

量、建立推廣及績效管理機制。 

（二) 規劃指導本總處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義之

諮詢及協調。 

（三) 建立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促進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開

放諮詢及協調，共商解決方案。 

三、 諮詢小組之運作架構︰ 

（一) 本總處諮詢小組置召集人1人，由本總處資訊長蔡副主計

長鴻坤兼任，並設委員15人。 

（二) 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機關首長就下列機關

代表及民間代表人員派（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

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1. 機關代表10人：由法制、業務、主計及資訊等單位主

管及所屬機關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 

2. 民間代表5人：由業務領域代表、公（協）會、社會團

體代表、具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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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諮詢小組委員任期︰ 

（一) 機關代表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二) 民間代表之委員︰ 

1. 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並得隨同召集人異動

改聘之。 

2. 委員身分為學者專家者，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召

集人所屬機關補聘之，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五、 諮詢小組會議召開方式： 

（一) 由召集人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開會頻率依行政院於本

(106)年2月13日修正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

點」第四點規定，調整為每半年召開一次(原為每季召

開)，並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 會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三)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因故

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四) 本總處至少於會議召開前5工作日，將會議議程、會議資

料草案及資料盤點表提供委員及與會相關人員參閱。 

六、 諮詢小組會議審議重點︰ 

（一) 檢視資料開放推動成果並提供相關意見。 

（二) 檢視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 

（三) 檢視或審議資料盤點結果： 

1. 開放資料清單及預計開放時程。 

2. 有限度利用資料之限制利用理由、收費基準、授權條

款、授權利用所創造之實質效益等。 

3. 不開放資料之法令依據或理由。 

（四) 每年年底檢核年度資料開放績效指標及執行成效，並滾動

修正本總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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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紀錄要點： 

（一) 會議紀錄應載明各方意見，以記名、公開為原則（委員不

記名或不公開者於發言前事先聲明）。 

（二) 本總處於會議召開後3工作日內，將會議紀錄草稿以email

提供委員及與會相關人員參閱。若有修正意見，請於指定

時間內回覆(原則為寄送資料後5工作日內)，若未回覆視

同無意見。 

（三) 本總處於會議召開後14工作日內將會議資料及會議紀錄

開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供外界檢視。 

八、 檢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行政院所屬二

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運作指引」及「本總處『政府

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6年度委員名單」如附件1至3。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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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4年4月7日院授發資字第1041500401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6年2月13日院授發資字第1061500184號函部分修訂 

 

一、 為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建立跨域合作溝通平臺，擴大推動資料開

放，達成施政便民及公開透明之目的，於行政院及各中央二級機關設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以下統稱各級諮詢小組），特訂定本要點。 

二、 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下設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以

下簡稱行政院諮詢小組），各中央二級機關設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以下簡稱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各級諮詢小組之任務分別如

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 

1. 擬訂資料開放推動政策。 

2. 跨域合作溝通協調平臺。 

3. 督導資料開放推動成效。 

(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 

1. 擬訂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開放行動策略，強化政府資料開放質與

量、建立推廣及績效管理機制。 

2. 規劃指導所屬機關資料開放，推動資料集分級、收費疑義之諮詢及

協調。 

3. 建立政府與民間溝通管道，促進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開放諮詢及

協調，共商解決方案。 

三、 各級諮詢小組運作架構如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行政院資訊長兼任，置委員八

人至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本院院長就下列人

員派（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之一： 

1. 機關代表：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法務部、經濟部及財政部等機關資

訊長擔任。 

2. 民間代表：由公（協）會、社會團體代表、具相關學術專長或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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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 

3. 行政院諮詢小組之幕僚作業，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派員兼辦。 

(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各該機關資訊長兼任，

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除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各該機

關首長就下列人員派（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人數三分

之一： 

1. 機關代表：由法制、業務、主計及資訊等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主任

秘書層級以上人員擔任。 

2. 民間代表：由業務領域代表、公（協）會、社會團體代表、具相關

學術專長或實務經驗之學者專家擔任。 

四、 各級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方式如下： 

(一) 行政院諮詢小組：每年以召開二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

議。 

(二)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每季以召開一次為原則，每年不低於二次，

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三) 各級諮詢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召集人

因故未能出席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四) 各級諮詢小組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 

五、 各級諮詢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提供意見、報告或說明。 

六、 各級諮詢小組政府機關代表之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各級諮詢小組民間代表之委員任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一次，並

得隨同召集人異動改聘之。 

  前項委員由公（協）會或社會團體代表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其為學者專家者，於任期間因故出缺時，由召集人所屬機關補聘之，

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七、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因

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參與發言及表決。 

八、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 

九、 各級諮詢小組委員名單應公開於機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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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應按開會頻率檢視該機關與所屬機關提報之

盤點資料及民間需求之回應說明，涉機關主管法規疑義者，應會同機

關法制單位檢討修正，並確認回應說明之適切性；涉機關業務流程或

資訊系統問題者，應排定改善期程，定期追蹤列管；涉跨部會法規疑

義者，應提報行政院諮詢小組。 

十一、 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應按開會頻率提報該機關與所屬機關資料

開放推動成果送行政院諮詢小組備查，並按開會頻率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data.gov.tw）公開審查結果及說明未能開放之依據，並更新預

計開放資料集清單。 

十二、 各級諮詢小組會議紀錄，應載明各方意見，並公開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 

十三、 中央二級機關於本要點生效前，已設有資料管理諮詢或審議機制者，

得依其原有機制辦理，且應定期檢視適時增列民間代表，共商平衡敏

感資料保護及開放應用解決方案，並依第九點至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十四、 行政院諮詢小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循預算程序

編列預算支應；中央二級機關諮詢小組相關工作所需經費，由各該機

關循預算程序編列預算支應。 

十五、 各級諮詢小組不對外行文；其決議事項以機關名義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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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運作指引 

壹、 文件目的 

為落實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功能，發

揮其運作效益，爰訂定本參考指引，以協助各部會施行。 

貳、 適用對象 

行政院所屬各中央二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三級及

四級機關(構)視推動需要另置之工作小組得準用辦理。 

參、 任務、組成及任期 

諮詢小組之任務、組成及任期，另以「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設置要點」訂之。 

肆、 召開會議 

一、 開會 

(一) 開會頻率另以「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訂之。 

(二) 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代表政府機關出任之委員，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得

指派代表出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之。  

(三) 得視會議需要請所屬機關(構)出席。 

二、 形式 

機關至少於會議召開前 5 工作日，將會議議程、會議資料草

案及資料盤點表提供委員及與會相關人員參閱。 

機關得採實體會議或線上會議辦理。 

三、 紀錄要點 

會議紀錄應載明各方意見，以記名、公開為原則（委員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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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不公開者於發言前事先聲明）。 

為促進會議討論過程公開透明，若有與會者願意製作逐字紀

錄，除事先聲明不記名或不公開之委員外，經委員共識決後，可

自行現場製作逐字紀錄，以發言記名、公開為原則，並得視需要

提供逐字紀錄之網址，以利機關或委員共筆編輯。 

伍、 議事重點 

機關視會議議程安排需要，擇定下列項目列入會議議程，以落

實推動政府資料開放作業。 

一、 策略規劃 

(一) 擬訂機關及所屬機關(構)年度資料開放行動策略。 

(二) 檢視機關及所屬機關(構)年度資料開放績效指標及執

行成效。 

(三) 宣導所屬機關(構)接軌行政院資料開放相關政策。 

(四) 針對業務量繁重之所屬機關(構)，得協助其建立資料開

放工作小組機制。 

(五) 協助機關(構)運用已開放之資料改善業務流程，善用資

料輔助施政，以提升施政效率及品質。 

二、 資料盤點 

(一) 檢視機關及所屬機關(構)資料盤點及資料分類情形，依

「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之盤點格式，將甲類開

放資料清單及乙類有限度利用資料清單，開放於政府資

料開放平臺；丙類資料清單基於保密需求，機關得不開

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1. 審議建置或取得成本達一定金額而欲列為甲類資料

者，應提報行政院資訊開放諮詢小組審核後，始得列

為甲類開放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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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議乙類資料限制利用之理由、收費基準、授權條款、

授權利用所創造之實質效益等。 

3. 審議丙類資料不開放之法令依據或理由。 

(二)依據機關資料開放戰略目標及民間需求，協助機關擬訂

資料開放優先順序。 

三、 溝通推廣 

(一) 協助機關加強與資料利害關係人之溝通，共商平衡隱私

保護與開放應用解決方案。 

(二) 協助機關加強與主題專家及民間社群之連結及協作，建

立公私協力機制。 

(三) 協助機關產出資料應用標竿案例，並分享跨域資料整合

運用及資料混搭態樣。 

(四) 按開會頻率重點檢視民眾回饋意見之回復說明，確認回

應說明之適切性。 

四、 資料品質 

(一) 檢視機關及所屬機關(構)資料品質自評成果，並協助機

關擬訂資料品質之精進規劃與期程。 

(二) 持續參考國際資料開放相關評比項目及指標，協助機關

強化各項開放資料範圍及品質。 

(三) 協助機關及所屬機關(構)擬訂業管領域資料標準及共

通性應用程式介面(Open API)，以利各界使用政府資料。 

陸、 會議資料開放 

一、 會議召開後 10工作日內為原則，機關應將完整之會議資料、

會議紀錄草稿等資料，提供委員及與會相關人員參閱。並於

會議召開後 14工作日內開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供外界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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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上開時限內，按開會頻率提報該機關及所屬機關(構)資料

開放推動成果(如會議紀錄、會議資料、年度滾動修正機關資

料開放行動策略、建置或取得成本達一定金額而欲列為甲類

資料者、乙類資料收費基準、資料應用亮點、資料品質自評

成果、領域資料標準、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等)，送行政院資

料開放諮詢小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彙整報告備查，並得視

需要請相關部會出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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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6年度委員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身分別 

1 蔡 鴻 坤 行政院主計總處 副主計長 召集人 

2 林 金 龍 東華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民間代表 

3 林 恭 正 臺北大學財政學系 副教授 民間代表 

4 徐 偉 初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 教授 民間代表 

5 張 源 俊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民間代表 

6 梁 德 馨 輔仁大學統計資訊學系 教授 民間代表 

7 呂 秋 香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任秘書 機關代表 

8 黃 叔 娟 行政院主計總處 綜合規劃處處長 機關代表 

9 李 國 興 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務預算處處長 機關代表 

10 楊 明 祥 行政院主計總處 基金預算處處長 機關代表 

11 許 碧 蘭 行政院主計總處 會計決算處處長 機關代表 

12 葉 滿 足 行政院主計總處 綜合統計處處長 機關代表 

13 陳 憫 行政院主計總處 國勢普查處處長 機關代表 

14 潘 城 武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資訊處處長 機關代表 

15 蔡 孟 哲 行政院主計總處 地方統計推展中心執行長 機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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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二案 

案由：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 

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壹、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

事 項 辦 理 情

形，報請鑒察。 

洽悉。 遵照辦理。 

二、 本總處 105 年

10 月至 12 月資

料開放推動成

果，報請鑒察。 

洽悉。 遵照辦理。 

三、 建立民間協作

機制及開放資

料輔助施政之

主計資料大數

據分析，報請鑒

察。 

 (一)有關委員所提意

見請納入後續研

究參考。 

 (二)其餘事項洽悉。 

(一) 有關委員針對歲計

人事費估算模型資

料來源強化之建

議，已納入 106 年

度研究案辦理。 

(二) 遵照辦理。 

四、 資料開放亮點

應用之普查資

料活化辦理情

形，報請鑒察。 

洽悉。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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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決議 辦理情形 

貳、 討論事項︰ 

本總處106年度開

放資料集規劃，提

請討論。 

 

 (一)照案通過。 

 (二)另請依行政院頒

布相關規範，以簡

化程序為原則，修

訂本總處資料開

放相關規定。 

 

 

 (一)有關本總處 106 年

度開放資料規劃，列

為本會議報告事項

第三案。 

 (二)行政院於本年 2 月

13 日函送修正「政

府資料開放諮詢小

組設置要點」，本總

處已配合修正「資料

開放具體行動計

畫」，並列為本會議

討論事項。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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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三案 

案由：本總處106年1至6月資料開放業務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 

一、 本總處至105年底開放資料集已累計達1,023項，經本總處主

要資料開放單位初步盤點，本年預計新增開放資料數量約為

261項，至本年6月已如期新增開放68項資料集，包括「政

府預算」10項、「政府支出」13項及「政府統計」45項。

另於本年4月簽奉核可下架44項資料集。目前總開放項數已

達1,047項，逾77萬人次瀏覽。 

二、 有關民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對本總處資料提出之回饋意

見，於本年1至6月共有9則，資料業管單位均已完成回復。

另本年1至6月並無民眾對本總處提出「我還想要」之資料需

求。 

三、 為提升政府開放資料集品質，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發會)於本年5月22日召開第二次工作小組會議，說明

已依「政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運作指引」完成品質檢測系統

開發，並刻正針對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所有資料集進行檢

測，預計本年6月底提供初測報告總表給各機關，並適時召

開說明會。本總處已參考國發會提供之單筆資料測試工具，

就資料品質檢測三個構面指標(資料可直接取得、資料易於

被處理及資料易於理解)檢測重點，擬具「資料集品質檢測

與調整說明」，並於6月6日簽奉核可提供各資料業管單位，

以應未來檢測結果如有待改善之處，即可據以參照辦理。 

四、 檢附本總處「106年度預計開放資料集項目清單」、「106年1

至6月資料集下架清單」、「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我有話要說」

106年1至6月民眾意見彙整表、「政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運作

指引」、「資料集品質檢測與調整說明」如附件4至8。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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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3

項

次
大分類 次分類 資料集項目名稱

預計

開放年月

資料

開放單位

1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經濟戶長職業別平均每戶非消費支出 106年2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2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經濟戶長職業別平均每戶經常性支出 106年2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3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法定預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人工表 106年4月 公務預算處

4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法定預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分析表 106年4月 公務預算處

5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法定預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參考表 106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法定預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預算表 106年4月 公務預算處

7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法定預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簡明表 106年4月 公務預算處

8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營業基

金－法定預算

105年度營業基金綜計表 106年4月 基金預算處

9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法定

預算

105年度作業基金綜計表 106年4月 基金預算處

10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法定

預算

105年度債務基金綜計表 106年4月 基金預算處

11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法定

預算

105年度特收基金綜計表 106年4月 基金預算處

12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法定

預算

105年度資本計畫基金綜計表 106年4月 基金預算處

13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4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平均每人統計結果-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5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生產毛額依支出分-年(1951-1980)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6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生產毛額依支出分-季(1951-1980)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7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生產毛額依支出分-年(1981以後)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8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民間消費-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19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0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資本形成毛額之財源-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1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生產毛額貢獻度-依支出分-季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2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各業生產及平減指數-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3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內生產毛額貢獻度-依行業分-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4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民所得、儲蓄與投資-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106年度預計開放資料集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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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大分類 次分類 資料集項目名稱

預計

開放年月

資料

開放單位

25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國民所得、儲蓄與投資-季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6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對外交易-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7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所得按部門別之分配-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8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家庭及民間非營利機構之收支-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29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公司企業部門之收支-年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0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一般政府經常收支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生產者價格交

易表(進口按C.I.F.計值)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生產者價格投

入係數表(A)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產業關聯程度

表(I-A)^(-1)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產業關聯程度

表[I-(I-M)A]^(-1)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購買者價格交

易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生產者價格交

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國產品交易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國產品投入係

數表(D)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3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國內關聯程度

表(I-D)^(-1)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進口品交易表

(C.I.F.+進口稅淨額)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進口品交易表

(按C.I.F計值)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進口品投入係

數表(按C.I.F計值)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國內運費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160部門商業差距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生產者價格交

易表(進口按C.I.F.計值)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生產者價格交

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進口品交易表

(按C.I.F.計值)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進口品交易表

(按C.I.F.計值+進口稅淨額)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4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購買者價格交

易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5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5年596部門國產品交易表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51 政府統計 物價指數 物價指數統計XML網址連結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52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及經濟

成長
國民所得統計XML網址連結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5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XML網址連結 106年4月 綜合統計處

54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性別統計指標-經濟戶長人數按性別、教

育程度及年齡分
106年4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55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家庭組織型態別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106年4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56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57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政事別決算分析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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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大分類 次分類 資料集項目名稱

預計

開放年月

資料

開放單位

58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入來源別決算分析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59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用途別決算分析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0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1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2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總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3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4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5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資本計畫基

金)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6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債務基金)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7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特別收入基

金)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8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作業基金) 106年5月 會計決算處

69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營業基

金－預算案

107年度營業基金綜計表 106年9月 基金預算處

70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

案

107年度作業基金綜計表 106年9月 基金預算處

71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

案

107年度債務基金綜計表 106年9月 基金預算處

72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

案

107年度特收基金綜計表 106年9月 基金預算處

73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

位預算－非營業

特種基金－預算

案

107年度資本計畫基金綜計表 106年9月 基金預算處

74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75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76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

表(營業部分)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77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

表(債務基金)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78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

表(特別收入基金)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79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

表(作業基金)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80 政府支出 中央政府總決算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

表(資本計畫基金)
106年9月 會計決算處

81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家庭組織型態別平均每戶儲蓄 106年9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82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家庭組織型態別平均每戶所得總額 106年9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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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家庭組織型態別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 106年10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84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人工表 106年11月 公務預算處

85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分析表 106年11月 公務預算處

86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參考表 106年11月 公務預算處

87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預算表 106年11月 公務預算處

88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

－預算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簡明表 106年11月 公務預算處

89 政府統計 綠色國民所得 水庫實物資產帳 106年11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90 政府統計 綠色國民所得 河川逕流量統計 106年11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91 政府統計 綠色國民所得 地下水實物資產帳 106年11月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9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可耕作地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可耕作地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農牧業生產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有無業外工作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經營加工、休閒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分配

對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9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主要

分配對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加工情形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休閒農業主要經營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從事農牧業工作之外僱人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加工之農牧戶家數按加工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經營休閒之農牧戶家數按休閒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農牧業銷售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戶內人口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0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戶內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人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農牧業工作承接者人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家數按經營農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

事業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八大類作物種植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稻作」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綠肥作物」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檳榔」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竹筍」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香蕉」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落花生」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1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甘藍」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芒果」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柑桔類」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各種作物種植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家畜禽飼養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養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肉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養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肉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戶各種家畜禽飼養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2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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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及年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及教育程度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按性別及從農年資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按全年從事自家農

牧業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15歲以上人口數按全年主要工作狀

況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自家農牧業工作人數按性別及年齡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自家農牧業工作人數按性別及教育

程度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自家農牧業工作人數按全年主要工

作狀況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及教育程度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3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經營管理者按全年從事自家農

牧業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經營管理者按全年主要工作狀

況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工作承接者按性別及教育程度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工作承接者按全年從事自家農

牧業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農牧業工作承接者按全年主要工作狀

況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戶內自家農牧業工作者之平均年齡按全

年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有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之指揮者平均

年齡按全年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其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之外僱人數按月

份及性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經營者所在地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4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農牧戶平均可耕作地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可耕作地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

成農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人工鋪面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農牧戶平均人工鋪面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人工鋪面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5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戶人工鋪面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

成農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經營組織型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可耕作地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可耕作地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開業年份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農牧業生產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經營加工、休閒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本場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分配

對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本場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主要

分配對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6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本場初級農畜產品加工情形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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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休閒農業主要經營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本場初級農畜產品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本場初級農畜產品加工之農牧場家數按加工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經營休閒之農牧場家數按休閒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農牧業銷售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家數按經營農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

事業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八大類作物種植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各種作物種植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7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家畜禽飼養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養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肉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養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肉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場各種家畜禽飼養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其農牧業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及教育程度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其農牧業經營管理者按全年從事本場農

牧業工作日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其從業員工人數按月份及性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其年底從業員工人數按僱用性質及性別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8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經營者所在地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農牧場平均可耕作地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可耕作地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

成農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人工鋪面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農牧場平均人工鋪面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19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人工鋪面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農牧場人工鋪面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

成農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經營組織型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可耕作地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可耕作地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農牧業生產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主要經營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經營加工、休閒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分配對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0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生產銷售主要分配對象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加工情形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休閒農業主要經營類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自家初級農畜產品加工之農牧業家數按加工銷售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有經營休閒之農牧業家數按休閒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農牧業銷售服務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家數按經營農業加工、休閒以外之相關事業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八大類作物種植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稻作」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綠肥作物」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檳榔」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竹筍」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香蕉」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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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落花生」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甘藍」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芒果」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柑桔類」種植家數按面積規模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各種作物種植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家畜禽飼養家數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2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養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肉豬家數按年底飼養頭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養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肉雞家數按年底飼養隻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牧業各種家畜禽飼養情形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及教育程度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僱用人數按月份及性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經營者所在地區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經營單位平均可耕作地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3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可耕作地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成農藥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人工鋪面面積按所有權屬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每一經營單位平均人工鋪面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灌溉水源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人工鋪面面積按主要利用目的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人工鋪面面積按農業設施栽培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從事農牧業之人工鋪面面積按有無使用化學肥料或合成農藥

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4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經營組織型態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開業年份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各服務項目家數按服務對象地區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2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主要服務農畜種類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3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主要服務項目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4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工作人數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5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家數按農事及畜牧服務總金額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6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全年作業數量按服務項目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7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用地及房舍面積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8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農業機械數量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59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經營管理者按性別及教育程度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60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工作人數按月份及性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61 政府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之工作人數人數按僱用性質及性別分 106年12月 國勢普查處

-21-



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年 1至 6月資料集下架清單 

編號 資料集名稱 下架原因 下架說明 

1 商品標準分類 因相關法規訂修後導致無法開放 

「商品標準分類」自 92年 8

月 1日停止適用，有關商品分

類，請參考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編訂之「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

分類表」 

2 
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XML) 
因相關法規訂修後導致無法開放 

「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及村里代

碼」自 106年 2月 1日停止適

用，相關代碼請參考內政部戶

政司公布之村里代碼 

3 行政區域及村里代碼  因相關法規訂修後導致無法開放 

「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及村里代

碼」自 106年 2月 1日停止適

用，相關代碼請參考內政部戶

政司公布之村里代碼 

4 地理及環境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5 人口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6 勞工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7 
教育、科學、文化及

大眾傳播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8 衛生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9 
司法、公共秩序及安

全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0 社會保險及福利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1 農林漁牧業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2 工礦業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3 商業貿易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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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下架原因 下架說明 

14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5 財政金融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6 一般政務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7 其他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8 研討會及座談會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19 社會指標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20 性別統計專區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21 國情通報與統計分析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22 經社指標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23 統計資料庫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非本總處產製資料 

24 
教育程度及學科標準

分類 

具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隱私

權或其他法律上之利益之虞 

「中華民國教育程度及學科標

準分類」自 95年 5月已移由

教育部辦理 

25 統計地區標準分類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統計地區標準分類」自 99

年 12月 25日停止適用，另國

際上並無通用之統計地區標準

分類，且各機關習慣以行政區

域發布統計資料，加之各項分

類已不合時宜 

26 統計表常用符號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27 政府統計制度與組織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28 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29 數位教材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30 統計代言吉祥動物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31 相關統計網站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32 統計發展中程計畫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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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資料集名稱 下架原因 下架說明 

33 歲出用途別系統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34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

充及變賣表 
不符合公共利益之要求 資料內容無加值運用效益 

35 行業標準分類 重複開放 
另有行業標準分類(XML)，資

料集內容重複 

36 職業標準分類 重複開放 
另有職業標準分類(XML)，資

料集內容重複 

37 物價 重複開放 
已開放物價指數統計資料庫之

資料集，資料集內容重複 

38 物價指數 重複開放 
已開放物價指數統計資料庫之

資料集，資料集內容重複 

39 國民經濟 重複開放 
已開放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之

資料集，資料集內容重複 

40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 重複開放 
已開放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庫之

資料集，資料集內容重複 

41 產業關聯統計 重複開放 
已開放產業關聯統計表之資料

集，資料集內容重複 

42 
行政院主計總處決算

資料 
重複開放 

已開放「行政院主計總處單位

決算」，資料集內容重複 

43 
104 年度行政院主計總

處單位預算 
重複開放 

已開放「行政院主計總處單位

預算」，資料集內容重複 

44 
104年度行政院主計總

處法定預算 
重複開放 

已開放「行政院主計總處單位

預算」，資料集內容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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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我有話要說」 

106 年 1 至 6 月民眾意見彙整表 

項

次 

發表 

日期 

資料集 

名稱 
意見內容 回復單位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 
01月

13日 

家庭收支訪問

調查-各縣市

別平均每戶儲

蓄 

OK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01月

13日 

您好： 

感謝您對家庭收支調查

資料的支持，謝謝！ 

2 
01月

13日 

家庭收支重要

指標 
OK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01月

13日 

您好： 

感謝您對家庭收支調查

資料的支持，謝謝！ 

3 
02月

02日 

國民所得統計

-固定資本形

成毛額-季 

仍無法下載,網頁顯

示亂碼 

請盡速改善 

綜合統計處 
02月

07日 

您好，1.依國發會制訂之

「政府資料開放資料集

管理要項」，資料需採機

器可讀之檔案格式(如

XML、CSV等)，由於資料

格式為 XML，故下載後網

頁會顯示特殊字碼或控

制標籤。2.為改善此一問

題，已另上載 CSV檔案格

式資料，請再次下載使

用，謝謝！ 

4 
03月

18日 

家庭收支訪問

調查-各縣市

別平均每戶所

得收入總計 

您好: 

 

請問能否 email給我

歷年的資料? 

 

謝謝您!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03月

21日 

您好：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各

縣市別平均每戶所得收

入總計"資料集，為 1998

年起之 XML檔，如需更早

年度之縣市別收支資

料，或其他格式(如

excel、odf)檔案，因內

容包含檔案較多，請您逕

至

http://win.dgbas.gov.

tw/fies/214.asp 下

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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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發表 

日期 

資料集 

名稱 
意見內容 回復單位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5 
03月

21日 

電腦應用概況

報告 
想瞭解電腦應用概況 主計資訊處 

03月

23日 

您好： 

    有關您詢問的「電腦

應用概況報告」資料集內

容為民國 92年至 100年

之 XML格式網址連結，您

亦可逕至本總處官方網

站下載相關調查資料，網

址：

http://www.dgbas.gov.

tw/np.asp?ctNode=405 

 

    另因本項調查已於

100 年之後停辦，如您對

於後續國內相關調查有

興趣，可上網搜尋行政院

勞動部辦理之職類別薪

資調查、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 FIND(各項科技

趨勢調查)等網站查閱。 

 

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行政院主計總處敬復 

6 
04月

14日 

行業標準分類

(XML) 

您好： 

 

目前線上雖可查詢歷

次行業修正，惟在第

10次及第 9次有提供

xls格式檔案，其餘

均無（僅以 pdf檔格

式提供），造成對照上

相當大不便，不知道  

貴單位能否一併提供

xls格式呢？ 

 

謝謝 

綜合統計處 
04月

19日 

您好!有關所提問題答復

如下: 

   有關您詢問本總處之

歷次行業修訂 xls格式檔

一案，已於本總處網站新

增供查詢，請至中華民國

統計資訊網

(www.stat.gov.tw)右側

依序點選「統計法制與標

準分類」→「統計標準分

類」→「行業標準分類」

→「歷次版本分類系統

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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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發表 

日期 

資料集 

名稱 
意見內容 回復單位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祝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7 
05月

03日 

人力資源調查

失業率 
學術使用 國勢普查處 

05月

04日 

您好，歡迎您使用此政府

開放資料於相關學術研

究。感謝您的來信與指

教。行政院主計總處 啟 

8 
05月

15日 

行政院主計總

處通訊地址 

基本一點的，請用 

http://data.gov.tw

/node/35707 的方式

提供； 

 

進階一點的，可以提

供座標 

http://data.gov.tw

/node/26650 。 

 

資料不是把網頁貼成

文字檔，加油好嗎 

主計資訊處 
05月

19日 

您好： 

 

我們已依照您的建議，將

資料格式轉為 CSV、XML

及 XLSX格式，提供各界

應用，謝謝您的指教。 

 

行政院主計總處敬復 

9 
05月

17日 

人力資源調查

失業率 
學術使用 國勢普查處 

05月

18日 

您好，歡迎您使用此政府

開放資料於相關學術研

究。感謝您的來信與指

教。行政院主計總處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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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料品質提升機制運作指引

壹、前言

一、目的

為提升政府資料開放內容之正確性、易用性、即時性及採適當格式開放

，使政府資料開放邁向結構化，爰訂定本運作指引，以期協助各機關建

立資料品質概念、逐步提升政府資料之可用性。

二、適用對象

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適用之；行政院以外之其他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及行政法人，得準用；地方政府得

參照。

三、適用範圍

本運作指引以符合國際「開放定義」（Open Definition）之政府資料，

範圍含括各機關於職權範圍內取得或做成，且依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

料，包含文字、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data）等。

貳、資料品質提升流程介紹

一、資料品質相關標準

以資料使用流程為出發點，分為資料可直接取得、資料易於處理、資料

易於理解三個面向：

(一)資料可直接取得

包含 2項指標：

1.資料資源連結有效性：資料資源連結可回傳連結成功狀態（HTTP 

Status Code）。

2.資料資源可直接下載：使用者能透過資料資源連結直接獲取資料，

無需透過登入或任何額外的操作形式。

(二)資料易於處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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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料描述方式可區分為結構化與非結構化 2種形式。

1.結構化資料：

指經分析後可分解成多個互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各組成部分間有明

確的層次結構：

(1)固定欄位結構化資料：

單一列（Row）標題的表格式資料，每筆資料的欄位數均相同，

且無合併儲存格、無公式、無空行、無小計等。

(2)非固定欄位結構化資料：

每筆資料欄位非固定之結構化資料，符合W3C之XML、JSON、

JSON-LD標準等結構化資料。

2.非結構化資料：

排除結構化資料以外均為非結構化資料。例如一般文字文件、圖檔

、影音等。

為利資料易於處理，如資料型態允許，應優先提供固定欄位結構化資

料。

(三)資料易於理解

針對結構化之資料資源，於詮釋資料須依「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

」提供資料資源之編碼及其主要欄位之描述。

二、資料品質檢測方式

7項檢測指標列示如下：

檢測構面 檢測指標
計算

基礎
判斷方式 判斷時點 輸出結果

結果呈現方

式

資料可直

接取得

連結有效性
全部資

料資源
機器測試 定期 True/False 雙色長條圖

資料資源能

否直接下載

全部資

料資源
機器測試

資料資源

異動時

檔案載點(含
API回傳資料
) / 網頁連結

雙色長條圖

資料易於

被處理

是否屬結構

化檔案類型

全部資

料資源

機器測試（

非僅檢測副

檔名）

資料資源

異動時

結構化檔案 / 
非結構化檔案

雙色長條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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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構面 檢測指標
計算

基礎
判斷方式 判斷時點 輸出結果

結果呈現方

式

資料易於

理解

詮釋資料編

碼描述與資

料相符

結構化

資料資

源

機器測試
資料資源

異動時
True/False

依屬結構化

部分等距下

拉顯示為雙

色長條圖

詮釋資料欄

位描述與資

料相符

結構化

資料資

源

機器測試
資料資源

異動時
True/False

依屬結構化

部分等距下

拉顯示為雙

色長條圖

資料更新時

效性

熱門資

料集
人工檢核 定期

無逾期/有逾

期
筆數

民眾意見

回饋

民間回饋意

見之回復效

率

全部資

料集

人工檢核（

是否於 7 日

內進行回復

）／民間評

分低於中間

值者

定期 筆數

圖 1：檢核結果示意圖（未列示人工檢核項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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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品質管理重點

(一)各部會管理者參考結果報告，協助資料集提供者進行改善；倘資料產

製來源為系統者，可配合於維運週期提供符合結構化資料定義之資料

資源。

(二)非結構化但可轉為結構化之資料資源（如：具有合併儲存格之 CSV、

具報表原始資料然僅以 PDF檔提供者），應以資料使用者的角度思考

其提供方式是否妥適並安排期程改善。

(三)資料內容為非結構化格式者，應避免進行無意義的檔案格式轉換（如

：以Word 另存為XML格式）。

(四)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資料集均應適用政府資料開放授權條款，各項資

料之開放前均應確認其權利完整性（如：著作權等）。

(五)民眾回饋意見，機關應於 7個日曆天內回復；如屬資料有誤，或重大

事件相關之資料資源未能符合民間需求品質，除依上開期限回復外，

國家發展委員會得協調資料提供機關改善。

參、資料品質提升作法說明

一、建議資料提供方式

(一)通則

1.資料集詮釋資料注意事項

(1)「資料集名稱」是資料資源集合的正式名稱，請以可一目瞭然之

名稱命名之，必要時可加上機關全銜。

(2)「資料集描述」為資料集簡明陳述，應避免與資料集名稱相同，

讓使用者可進一步瞭解資料集內容。

(3)如有說明文件（readme.*、schema.*）、說明網頁連結，應放置

於「資料集相關網址(landingPage)」欄位，或與資料資源一併置

於壓縮檔內。

2.資料資源注意事項

(1)如有檔案壓縮之需求，應於資料集"領域別詮釋資料參考網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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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SourceOfData)"提供manifest表單，以利使用者理解壓縮

檔內各檔案之關聯性。

(2)檔案名稱建議以英數、連字號、底線、括號為限，避免使用中文

檔名以免轉換時產生亂碼。

(二)API

1.適用資料類型：高更新頻率資料或已有系統可即時產製資料者。

2.建議資料格式：JSON、XML格式。

3.資料集詮釋資料注意事項：

建議優先提供符合 swagger 2.0之說明文件。

4.參考範例：

(1)交通部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平台

https://ptx.transportdata.tw/PTX/Service

(2)政府資料開放跨平臺介接規範

http://data.gov.tw/  政府資料開放跨平臺介接規範  .yaml

(三)固定欄位結構化資料

1.適用資料類型：定期產製且未經統計彙整之原始資料（RAW 

data）、統計資料、地理圖資、已有系統可產製資料者。

2.建議資料格式：

CSV、JSON、XML、GeoJSON、KML、KMZ、SHP等格式。

3.資料內容注意事項：

(1)CSV內容請以半形逗號","作為資料區隔，欄位標題以一列為原則

（可加註另一列為英文）。

(2)結構化資料內容無多表合併、無合併儲存格、無空行、無小計。

4.資料集詮釋資料注意事項：

主要欄位說明請依「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填列，欄位區隔請

一致採用全形頓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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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考範例：

(1)消費力統計-各分位載具消費張數金額-資料集

http://data.gov.tw/node/24831

(2)社會經濟資料庫

http://210.65.89.57/STAT/Web/Platform/Product/Apply/STAT_Produc
tApplyFree.aspx

(四)非固定欄位結構化資料

1.適用資料類型：會議紀錄、法規函釋等。

2.建議資料格式：建議以 JSON格式優先。

3.參考範例：

(1)行政院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紀錄

http://data.gov.tw/node/16827

(2)法務部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PublicData/DevelopGuide.aspx

(3)民間整理組織法

http://ronnywang.github.io/tw-gov-org/

(五)非結構化資料

1.適用資料類型：不限制。

2.建議提供資料型態：不限制。

二、檢測流程概要

(一)資料品質檢核功能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後臺提供，於資料上傳（手動/

批次/介接）階段進行資料資源預載及檢測流程，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測

試結果，便利資料提供者據以提升資料品質。

(二)當資料資源有所異動時，由系統自動排入檢測期程。

6

-33-

http://ronnywang.github.io/tw-gov-org/
http://law.moj.gov.tw/PublicData/DevelopGuide.aspx
http://data.gov.tw/node/16827
http://210.65.89.57/STAT/Web/Platform/Product/Apply/STAT_ProductApplyFree.aspx
http://210.65.89.57/STAT/Web/Platform/Product/Apply/STAT_ProductApplyFree.aspx
http://data.gov.tw/node/24831


(三)連結有效性測試以每週至少一次的頻率進行測試，放置資料資源之檔

案伺服器應同時支援 IPv4與 IPv6。

(四)資料資源是否屬結構化之判斷流程：

[start]承辦人增修資料資源

[A]判斷資料資源檔案格式

➔如果是 壓縮檔，到 [B]

➔如果是 JSON, XML, GeoJSON, KML, KMZ, SHP檔，到 [C]

➔如果是 CSV 檔，到 [D]

➔如果是 XLS, XLSX, ODS 檔，到 [E]

➔如果是 API, WebService 到[F]

➔如果是 其他檔，直接到 [Z]

[B] 壓縮檔 (zip, rar, 7z…) file

➔解壓縮後，先排除部分忽略清單(例如 readme.* schema.*等)

➔如果只剩一個檔案，回到 [A]

➔如果有多個檔案則到 [U]

[C] JSON, XML, GeoJSON, KML, KMZ, SHP file

➔ 進行 syntax check

➔ 失敗到 [Z]

➔ 通過到 [T]

[D] CSV file

➔ 進行UTF-8 check

➔屬UTF-8，到 [T]

➔非屬UTF-8，轉存為UTF-8後到 [T]

[E] XLS, XLSX, ODS file

➔有合併儲存格、繪製框線、儲存格背景色或使用公式等，到 [Z]

7

-34-



➔有使用多分頁，到 [Z]

➔無以上情形者，到 [T]

[F] API / WebService

➔ 若 API / WebService 提供 html介面，則到 [X]

➔ 若直接提供 json輸出結果，則回到 [C]

[T]進行是否為 table格式判定

➔ 嘗試轉換為 CSV格式

➔屬 table格式，取出 CSV欄位值，填至資料集詮釋資料之

fieldDescription欄位，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保留轉換後之 CSV檔，到 

[Y]

➔非屬 table格式，到 [X]

[Ｕ]判斷壓縮檔是否包含manifest描述檔

➔無manifest描述檔，到 [Z]

➔有manifest描述檔，採人工判斷 [end]

[X] 將這個檔案上架，標記為結構化資料 [end]。

[Y] 將原始檔案上架，標記為結構化資料，一併將轉存之 CSV檔案上架，並註

記轉換日期時間[end]。

[Z] 將檔案上架，標記為非結構化資料，並錄是從哪個流程進到這步，供部會

管理者參考[e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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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品質檢測與調整說明 

主計資訊處整理 

相關電子檔置於 eBAS首頁「資料收集」(標題：開放資料集品質提升相關文件)，提供各單位下載參

考。檔案清單： 

 本說明文件 

 本總處開放資料集分類清單 

 本總處開放資料集處理作業流程 (含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操作) 

 manifest.csv 

 國發會 106年推動政府資料開放第 2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 國發會資料品質檢測系統(測試機) 

(一) 網址：http://quality.data.gov.tw/ 

(二) 簡易操作說明：https://gov2g0v.hackpad.com/beta-GBMJkh9VY31 

(三) 此測試網站僅提供單筆資料集測試，且可能還有些 BUG，若有疑問可與主計資

訊處聯繫。 

(四) 操作方式：輸入資料集在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的網址最後幾碼數字編號，例如：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戶數五等分位組之平均每戶人口數」資料集網址為

http://data.gov.tw/node/9424，則於搜尋欄位輸入 9424，測試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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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測指標說明 

此網站只檢測下表屬於機器測試的部分，即「資料可直接取得」、「資料易於被處

理」、「資料易於理解」三個面向。 

檢測構面 檢測指標 檢測標的 判斷方式 

資料可直接取得 
連結有效性 全部資料資源 機器測試 

資料資源能否直接下載 全部資料資源 機器測試 

資料易於被處理 
是否屬結構化檔案類型(如

CSV,XML等) 
全部資料資源 機器測試 

資料易於理解 

詮釋資料編碼描述與資料相符 結構化資料資源 機器測試 

詮釋資料欄位描述與資料相符 結構化資料資源 機器測試 

資料更新時效性 熱門資料集 人工檢核 

民眾意見回饋 民間回饋意見之回復效率 全部資料集 

人工檢核（是否於7日

內進行回復）／民間評

分低於中間值者 

三、 檢測結果說明 

(一) 針對前點提到的 5項機器測試的指標輸出結果，可能的值為「是/否/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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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碼符合」及「主要欄位說明符合」只針對結構化格式。 

(三) 若有多個資料資源，最終結果為每個資料資源檢測結果的交集。 

(四) 如果多個資料資源是提供相同內容，只是格式不同，請以相同檔名命名(例如: 

data.xml, data.csv, data.xlsx)，檢測程式將會優先以結構化檔案來測試，其餘同

名檔案則排除測試。測試順序如下：csv, json, geojson, xml, kml, kmz, shp, ods, 

xlsx, xls, 7z, rar, zip, tgz, gz 

(五) 編碼符合：每筆資料資源所填寫的編碼，是否與實際檔案編碼相符。 

 

 

(六) 主要欄位說明符合：係指資料集 metadata的「主要欄位說明」填寫的欄位名稱

及格式，是否與實際資料內容欄位相符(固定欄位資料的欄位數量和名稱要完全

一樣)。欄位之間要以「、」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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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目前本處初步檢視結果，本總處資料可能需再確認的部分如下： 

(一) 有關前述檢測結果「主要欄位說明符合」，需符合以下格式： 

1. 如屬固定欄位結構化檔案格式(即每筆資料的欄位數和欄位名稱都相同)，請

填寫資料集檔案的全部欄位名稱，欄位之間要以全形頓號「、」隔開。 

2. 非固定欄位結構化格式，若所有的「主要欄位」都至少有一個相對應的標

籤名稱，則判定為符合。 

3. 若資料集檔案欄位是中文字，則應填「中文欄位名稱(說明文字)」(說明文

字為選填)，如：測站名稱、紫外線指數、發布機關、縣市。 

4. 若資料集檔案欄位是英文字，則應填「英文欄位名稱(中文欄位名稱，及說

明文字)」。如：SiteName(測站名稱)、UVI(紫外線指數)、PublishAgency (發

布機關)、County (縣市)  

5. 範例： 

(1) 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各縣市別平均每戶儲蓄(http://data.gov.tw/node/9416)

資料為固定欄位 XML格式，其主要欄位說明應填寫最末端標籤名稱，

且全部欄位都需填寫，即「Year、所得總額-億元、受僱人員報酬-億元、

受僱人員報酬-百分比、產業主所得-億元、產業主所得-百分比、財產所

得收入-億元、財產所得收入-百分比、移轉所得-億元、移轉所得-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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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院主計總處委託研究報告(http://data.gov.tw/node/10978) 

資料為非固定欄位 XML格式，其欄位名稱為英文。主要欄位說明可挑

選重要的標籤名稱填寫，並加上括號說明標籤的意義，例如：

UnitName(類別)、xURL(網址)、Value(研究名稱) 

 

(3) 行政院主計總處通訊地址(http://data.gov.tw/node/10449) 

資料為固定欄位 CSV格式，其第一行標題列即為主要欄位說明，即「辦

公區、地址、電話、單位」 

 

 

(二) 屬於壓縮檔格式的資料集(副檔名為 zip或 7z)，目前有兩個問題： 

1. 需在壓縮檔第一層放置 manifest.csv檔案，說明內含檔案清單與意義，否

則視為不符合規範。(於年初的品質提升指引中有提及需有 manifest檔案，

但格式於 5/22會議前才公布) 

2. 如果壓縮檔內含多個非描述相同內容的檔案，因其欄位各自不同，最終檢

測結果的「主要欄位說明」一定無法符合規範。例如預(決)算相關資料集，

通常將某年度所有分析表件打包為壓縮檔上傳，而這些表件的欄位名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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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相同。此問題刻正與國發會研議可行作法。 

 因上述第二點尚待研議可行方式，故目前建議先不做修正。不過可先了解

manifest.csv如何製作：(請使用本處提供之檔案製作，若要自己製作，編碼

請選擇 UTF-8) 

 

需包含「resource、schema、description」三個欄位： 

(1) resource 欄為需要被處理的資料集檔案，此欄位為必填。若資料集檔案

被放在目錄下，請用 <目錄>/<檔案> 這樣的格式描述。第一個目錄前

請不要加上「/」，如 /data/first.xml 是錯誤的描述。 

(2) schema 欄為資料集的 schema 對應，目前應該暫無此需求，但可待日

後被使用，此欄位為選填。 

(3) description 欄為此資料資源檔的描述或備註等資訊，此欄位為選填。 

注意事項： 

(1) 不在描述內的檔案一律被忽略。檔案格式由附檔名判斷。 

(2) manifest 的編碼只接受 UTF-8。 

(3) 壓縮檔內的壓縮檔不再進行解壓處理。(請盡量避免壓縮檔內又有壓縮

檔，建議用資料夾區分) 

(4) 檔名一定要取為 manifest.csv 且需置放在壓縮檔最上層。 

3. 範例： 

(1) 106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分析表(http://data.gov.tw/node/44705)，其下載後

的檔案為「106法-分析表.zip」，解壓縮後所有檔案均放在「106法-分析表」

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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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 manifest.csv檔案複製到此資料夾內，並將檔案清單及描述填寫進去後

存檔(如果只是說明文件不需填寫)，此檔案存在目的是讓使用者了解各檔

案的用途，因檔名可能無法完整描述。以下僅為舉例說明，實際上請以描

述給民眾瞭解的角度填寫： 

 

(3) 完成後，拖曳選取所有檔案+manifest.csv，按右鍵>7-zip>加入[檔名].zip，

完成壓縮後再利用 FTP或WWW管理系統將壓縮檔重新上傳。 

 

※因 manifest.csv要放在壓縮檔第一層，因此建議直接與其他資料檔案放在一起壓縮。 

※建議[檔名]取跟原本的壓縮檔一樣，這樣就不需要修改資料集連結。 

(4) 如果壓縮檔名稱有更新，請至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後台(cms.data.gov.tw)，在

已處理標籤搜尋該資料集，選擇管理資料資源>編輯，進入修改資料下載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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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一) 國發會規劃時程： 

1. 5月底：開始批次檢測所有資料集。 

2. 6月底：提供各機關一份資料集品質檢測的總表，並預計適時召開說明會。 

3. 8月中：將該檢測機制整合至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以後在政府資料開放平

臺新增資料集可即時回傳測試結果。 

4. 12月：提供各機關一份資料集品質複測的總表。 

(二) 因國發會目前僅提供單筆測試，本處無法檢測所有資料集，各單位可依需要自

行測試業管資料集，或俟提供檢測總表後再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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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修正「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畫」(草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總處前於104年依行政院規定訂定「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

畫」(以下簡稱行動計畫)，據以盤點開放資料集、檢視民間

需求回應說明、提報資料開放推動成果及公布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等作業。 

二、 為配合行政院於本(106)年2月修正「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設置要點」(以下簡稱設置要點)，並使行動計畫內容契合運

作現況，爰於本年3月3日修正行動計畫。 

三、 由於國家發展委員會第33次委員會議及106年推動政府資料

開放第1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已取消對各部會資料開放項數

成長量的要求，惟各部會已開放之資料項數以不減少為原

則，仍應持續盤點及開放各式資料，並著重於資料品質之提

升，爰此，擬再檢討修正行動計畫中有關104至109年之累

計開放項數目標描述，規劃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提升開放資料品質相關目標及績效指標。 

（二) 刪除「預計時程」章節原列104至109年每年累計開放項

數指標，改為年度固定辦理之項目時程說明。 

（三) 將「高價值資料集」及「跨域合作亮點」內容整併於「成

果彙整」章節。 

（四) 修正後之行動計畫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9、10。 

四、 本年度已盤點可開放之資料集，仍請資料業管單位配合如期

開放。本總處仍將於每年第一季盤點當年度可開放之資料，

並請各單位持續開放與更新業管資料集。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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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畫(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4年 9月 22日第 1046001150號簽核定 

中華民國 106年 3月 3日第 1066000200號簽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月○日第○○○○○號簽修訂 

壹、 前言 

101年 11月 8 日行政院第3322次院會決議推動政府資料開放(open 

data)，102 年 2 月 23 日行政院函頒「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政府資料開

放作業原則」，明定政府資料以開放、無償提供、開放格式、允許使用者

自由應用為原則；並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依據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

諮詢小組設置要點」，於 104 年 4 月 30 日成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

小組」(以下簡稱諮詢小組)。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之推動，加強推動資料

開放、提升資料集品質、建立推廣與合作機制，達成政府資訊透明，促成

跨機關與民間協同合作，推動主計服務創新，創造主計資料更高價值。 

貳、 目標 

鑒於本總處除致力於提升財政資訊透明及國家統計數據品質，並積極

推動提供民眾無縫隙取得優質政府服務，亦同時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之推動，

提供資料集與協助，達成政府資訊公開、施政透明度，增進民間對公共事

務的瞭解、信賴及監督，同時透過開放由業界自主發揮應用，促進產業發

展，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本計畫執行目標如下： 

一、 型塑開放資料意識與文化，建立開放資料運作機制。 

二、 積極推動資料盤點與開放，達成政府財政與國家統計數據透明。 

三、 提升開放資料品質，增進開放資料內容之正確性、易用性與即時性。 

四、 促進民間跨域合作的機會，共同營造產政學三贏局面。  

參、 實施範圍 

本總處各單位依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且依法得公開之各類電子資

料，包含文字、數據、圖片、影像、聲音、詮釋資料(metada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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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策略 

一、 建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加速資料開放 

建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由公共利益、經濟發展及

施政透明等面向，規劃本總處資料開放政策，藉由開放資料提升本

總處施政價值及效能，並盤點透過業務執行所獲資料且依法得公開

者主動開放。 

二、 建立績效管理機制  

建立開放進度檢核機制，透過提醒、考核、稽催與獎勵措施，

確保資料開放得以如期如質辦理，達成政府開放推動政策。 

三、 主動供給需求 

建立溝通協調窗口，快速回應與處理民間需求意見，針對需求

確立優先開放項目，並持續追蹤資料開放進度，提升資料開放品質，

確保資料開放質量，滿足民間加值應用與學術研究需求。 

四、 促進產政學協同合作  

結合產、政、學跨域合作，建立資料開放、運用及回饋循環模

式，形成資料活化加值應用，提升資料開放綜效應用效益。 

伍、 推動作法 

一、 建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由機關與民間專家學者代表組

成，每半年召開會議，負責規劃指導資料開放策略，並於每年年底

檢視執行成果及修訂本計畫。期藉由多元領域代表參與資料開放諮

詢及協調，共商解決方案，襄助本總處加速資料開放作業。 

二、 本總處於研擬「主計資訊政策白皮書」時，納入資料開放需求，將

計畫、系統產出之資料，以結構化、去識別化、開放格式(如 XML、

CSV、ODF 等)或應用程式介面(Web Service)方式對外開放，並配

合行政院推動政策，逐年訂定新增資料集開放項數及提升資料集品

質。 

三、 持續盤點與清查本總處業務產出資料（包含網站、資訊系統及資料

庫），並就盤點資料進行資料分級與訂定開放期程，建立開放進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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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機制，透過提醒、考核、稽催與獎勵措施，確保資料開放得以如

期如質辦理。 

四、 本總處運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之互動專區功能，建立蒐集、線

上管理及回應民眾回饋建議機制，並依人民陳情案件處理相關規定

辦理及回復。有關需求意見，針對可開放之資料需求確立優先開放

項目與期程，並持續追蹤資料開放進度，以促進良善互動參與；若

無法開放之資料，將提報諮詢小組會議討論並經機關首長核可得不

予開放。 

五、 本總處持續參加「開放資料應用主題座談會」，與民間團體研討資料

開放項目，共同檢視開放資料品質，讓資料更公開透明。 

六、 持續主動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合

作，提供學術應用領域使用，亦配合專家學者之資料需求開放資料

集。 

陸、 開放原則 

一、 屬可開放之資料以開放為原則。但具敏感性資料或依法令限制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應提諮詢小組會議討論後，得敘明理由經機關首

長核可後不予開放。 

二、 開放之資料集應以無償提供為原則。但有特殊業務需求者，得約定

收費方式及金額，並定期檢討該約定後提諮詢小組會議討論後修

訂。 

三、 開放之資料集應採開放格式提供或機器對機器識別讀取及利用之介

面，並以去識別化方式提供。 

四、 開放之資料集不得任意分割，以確保其完整性，並應強化資料品質，

力求資料之正確性及時效性。 

五、 若資料具性別統計資料項，應積極開放，以增進本總處性別統計資

訊透明度，促進性別參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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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績效指標 

為達成本總處資料開放目標並提升資料應用價值，規劃建立績效評估

與考核機制(如下表)，定期評估檢討執行成效，並逐年依辦理進程檢討滾

動修正。各單位評估結果由主計資訊處彙整後，提報諮詢小組會議確認，

並擇優予以敍獎。 

項

次 
項目 衡量標準 評估單位 

評估時

間 

1 

階 段 工 作

項 目 執 行

成果 

年度盤點資料預計開放項目是否如期

開放。 

主計資訊處 年底 

2 
資 料 集 品

質優化 

1. 遵循國家發展委員會資料集品質檢

測指標。 

2. 資料集內容之正確性、完整性、更

新頻率之檢核結果。(註) 

1. 主計資訊

處 

2. 各單位填

報，主計

資訊處抽

查 

每半年 

3 

民 間 意 見

回 饋 處 理

時效 

民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上之意見，

是否於 7 日內完成回應。 

主計資訊處 每半年 

4 其他項目 
跨域合作、公私協力、亮點應用或其

他推動成果展現，由各單位自行提報。 

各單位 年底 

註：檢核表建議格式如下  

主計總處政府開放資料集檢核表 

單位名稱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職稱   

電話  E-mail   

檢閱項目 

資料集名稱 更新頻率 
最近一次

更新日期 
內容正確 內容完整 備註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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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辦理期程 

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年度資料盤點、諮詢小組會議召開及績效評估與檢

討等。本總處主要資料開放單位於每年第一季進行年度資料盤點，經主計

資訊處彙整後陳報資訊長核定，並於彙集資料開放推動成果、民間需求之

回應情形及待討論議題等資料後，提請諮詢小組會議審議，據以辦理年度

資料開放作業。每年年終時亦將召開諮詢小組會議，以檢視年度執行績效、

擬定下年度推動策略與方向、並檢討修正本總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畫」。

另將依據行政院及本計畫績效指標，於每年年終至隔年第一季辦理各單位

執行成效評估，對積極辦理有功人員予以獎勵；而未達成目標之單位則須

提交限期改善或說明報告。各項工作辦理時程說明如下表： 

工作項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主/協辦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度盤點             各單位 

召開諮詢小組

會議 
            主計資訊處 

績效評估             
主計資訊處/

各單位 

行動計畫修訂             
諮詢小組/主

計資訊處 

前年度考評             主計資訊處 

資料集新增與

維護 
            各單位 

 

玖、 成果彙整 

本總處依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且依法得公開之資料，依業務屬性

分類，概分為政府預算、政府支出及政府統計等 3 類具高價值之資料集，

包括中央政府預算、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中央政府預算執行及決算、

財經社會統計(如物價指數、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產業關聯統計)、調查

統計(如普查、人力資源調查、薪資與生產力統計、家庭收支調查、綠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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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所得)等，推動成果說明如下： 

一、 藉由對外開放之豐沛資料，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充分揭露政府財

務資訊與活化運用國家統計數據。 

二、 透過民間無限創意及自由加值運用，提升資料品質與價值，創新政

府服務，創造產業發展新契機。 

三、 落實民間意見回饋管理機制，以即時回應使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

務內容，提升資料集內容正確性與完整性。 

四、 為創造歲計會計資料加值應用，本總處於 104 年完成中央共通性歲

計會計資訊系統產製 XML 開放格式功能，並修正及函頒「公布(告)

中央政府歲計會計書表電子檔案格式應行注意事項」及相關檔案製

作手冊，請各機關依規定將 XML 資料放置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政

府預算」、「政府支出」主題區。 

五、 積極更新並追溯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項目，將既有物價指數、國民

所得統計、人力資源調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皆定期更新，並積極

追溯歷史資料，便利民眾進行時間序列查詢。 

六、 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合作，將本

總處第一類普抽查資料(去識別化之原始資料)按年提供該院使用；另

彙整後統計資料亦上載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供各界應用。 

七、 為提升我國於國際組織「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資料開放評比排

名，本總處依規劃辦理完成相關精進措施。2015 年資料開放指標評

比結果，我國躍居全球第 1，其中本總處業管範圍之政府預算、國家

統計數據得分皆為滿分。 

八、 本總處於 102 年至 105 年累計開放資料集達 1,023 項，累計瀏覽總

人數達 65 萬 5,9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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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正

項目 
修正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調整說明 

壹、

前言 

…(前略)依據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

點」，於 104 年 4 月 30 日成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以下簡稱諮詢小組)。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之推

動，加強推動資料開放…(後略)  

…(前略)依據行政院「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

要點」，於 104 年 4 月 30 日成立本總處「政府資料

開放諮詢小組」。期透過政府資料開放之推動，加

強推動資料開放…(後略) 

增加本總處「政

府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之簡

稱，並據以修改

本計畫其他提

及諮詢小組之

處，包括「伍、

推動作法」及

「陸、開放原

則」。 

貳、

目標 

…(前略)本計畫執行目標如下： 

一、型塑開放資料意識與文化，建立開放資料運作機制。 

二、積極推動資料盤點與開放，達成政府財政與國家統

計數據透明。 

三、提升開放資料品質，增進開放資料內容之正確性、

易用性與即時性。 

四、促進民間跨域合作的機會，共同營造產政學三贏局

面。 

…(前略)本計畫執行目標如下： 

一、型塑開放資料意識與文化，建立開放資料運作

機制。 

二、擴大資料開放數量，期以達到政府財政與國家

統計數據透明。 

三、促進民間跨域合作的機會，共同營造產政學三

贏局面。 

因應國家發展

委員會已取消

對各部會資料

開放項數成長

量的要求，著重

於資料品質之

提升，爰修改第

二點文字及增

訂提升開放資

料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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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項目 
修正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調整說明 

肆、

策略 

一、建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加速資料開放 

建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由公共利益、經濟

發展及施政透明等面向，規劃本總處資料開放政策，藉

由開放資料提升本總處施政價值及效能，並盤點透過業

務執行所獲資料且依法得公開者主動開放。 

二、…(略) 

三、主動供給需求 

建立溝通協調窗口，快速回應與處理民間需求意見，針

對需求確立優先開放項目，並持續追蹤資料開放進度，

提升資料開放品質，確保資料開放質量，滿足民間加值

應用與學術研究需求。 

四、促進產政學協同合作  

結合產、政、學跨域合作，建立資料開放、運用及回饋

循環模式，形成資料活化加值應用，提升資料開放綜效

應用效益。 

一、建構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加速資料開放 

成立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機制，並由公共利

益、經濟發展及施政透明等面向，規劃本總處資料

開放政策，藉由開放資料提升本總處施政價值及效

能，並盤點透過業務執行所獲資料且依法得公開，

主動供給加速開放。 

二、…(略) 

三、主動供給需求 

建立溝通協調窗口，快速回應與處理民間需求意

見，針對需求確立優先開放項目，並持續追蹤資料

開放進度，提升資料開放品質，確保資料開放質

量，滿足民間加值應用與學術研究需求。 

四、促進產政學協同合作  

結合產、政、學跨域合作，建立資料開放、運用及

回饋循環模式，形成資料活化加值應用，提升資料

開放綜效應用效益，創造主計資料更高價值。 

酌修文字。 

柒、

績效

指標 

為達成本總處資料開放目標並提升資料應用價值，規劃

建立績效評估與考核機制(如下表)，定期評估檢討執行成

效，並逐年依辦理進程檢討滾動修正。各單位評估結果

由主計資訊處彙整後，提報諮詢小組會議確認，並擇優

予以敍獎。 

項
次 

項目 衡量標準 評估單位 
評估
時間 

1 
階 段
工 作

年度盤點資料預計
開放項目是否如期

主計資訊處 年底 

 1. 本點新增。 

2. 配合「貳、

目標」之修

改，增定本

總處開放資

料 績 效 指

標，並納入

品質檢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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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項目 
修正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調整說明 

項 目
執 行
成果 

開放。 

2 

資 料
集 品
質 優
化 

1. 遵循國家發展
委員會資料集
品質檢測指標。 

2. 資料集內容之
正確性、完整
性、更新頻率之
檢核結果。(註) 

1. 主計資訊處 

2. 各 單 位 填
報，主計資
訊處抽查 

每 半
年 

3 

民 間
意 見
回 饋
處 理
時效 

民眾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上之意見，是
否於 7 日內完成回
應。 

主計資訊處 每 半
年 

4 
其 他
項目 

跨域合作、公私協
力、亮點應用或其他
推動成果展現，由各
單位自行提報。 

各單位 年底 

註：檢核表建議格式如下 

主計總處政府開放資料集檢核表 

單位名
稱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  職稱   

電話  E-mail   

檢閱項目 

資料集
名稱 

更新
頻率 

最近
一次
更新
日期 

內容正
確 

內容
完整 

備註說明 

      

      
 

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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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項目 
修正計畫內容 原計畫內容 調整說明 

柒、

預計

時程 

捌、辦理時程 

    主要工作項目包含年度資料盤點、諮詢小組會議召

開及績效評估與檢討等。本總處主要資料開放單位於每

年第一季進行年度資料盤點，經主計資訊處彙整後陳報

資訊長核定，並於彙集資料開放推動成果、民間需求之

回應情形及待討論議題等資料後，提請諮詢小組會議審

議，據以辦理年度資料開放作業。每年年終時亦將召開

諮詢小組會議，以檢視年度執行績效、擬定下年度推動

策略與方向、並檢討修正本總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計

畫」。另將依據行政院及本計畫績效指標，於每年年終至

隔年第一季辦理各單位執行成效評估，對積極辦理有功

人員予以獎勵；而未達成目標之單位則須提交限期改善

或說明報告。各項工作辦理時程說明如下表： 

工作

項目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主/

協辦

單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度

盤點 
            

各單

位 

召開

諮詢

小組

會議 

            

主計

資訊

處 

柒、預計時程 

本總處規劃自 104 年起，逐年增加累計開放資

料集項數，預計於 109 年開放數量可達 1,800 項(其

中包含性別統計資料之開放)。為達所訂目標，各年

度累計開放資料集項數目標規劃如下表︰ 

各年度累計開放資料集項數 
 

年度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累計

開放

項數

指標 

720 960 1,200 1,440 1,680 1,800 

1. 點次調整。 

2. 因應國家發

展委員會取

消對各部會

資料開放項

數成長量的

要求及點次

變更，爰將

「柒、預計

時程」修改

為「捌、辦

理時程」，並

刪 除 原 列

104 至 109

年每年累計

開放項數指

標，改為年

度固定辦理

之項目時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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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

評估 
            

主計

資訊

處/

各單

位 

行動

計畫

修訂 

            

諮詢

小組

/主

計資

訊處 

前年

度考

評 

            

主計

資訊

處 

資料

集新

增與

維護 

            
各單

位 

 

捌、

成果

彙整 

玖、成果彙整 

本總處依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且依法得公開之資

料，依業務屬性分類，概分為政府預算、政府支出及政

府統計等 3 類具高價值之資料集，包括中央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中央政府預算執行及決算、財

經社會統計(如物價指數、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產業關

聯統計)、調查統計 (如普查、人力資源調查、薪資與生

產力統計、家庭收支調查、綠色國民所得)等，推動成果

說明如下： 

一、藉由對外開放之豐沛資料，增進政府施政透明度、

充分揭露政府財務資訊與活化運用國家統計數據。 

捌、成果彙整 

一、 藉由對外開放之豐沛資料，增進政府施政透

明度、充分揭露政府財務資訊與活化運用國

家統計數據。 

二、 透過民間無限創意及自由加值運用，提升資

料品質與價值，創新政府服務，創造產業發

展新契機。 

三、 落實民間意見回饋管理機制，以即時回應使

用者意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提升資料集

內容正確性與完整性。 

四、 為創造歲計會計資料加值應用，本總處於

1. 點次調整。 

2. 將「玖、高

價 值 資 料

集」及「拾、

跨域合作亮

點」內容整

併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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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民間無限創意及自由加值運用，提升資料品質

與價值，創新政府服務，創造產業發展新契機。 

三、落實民間意見回饋管理機制，以即時回應使用者意

見，持續精進服務內容，提升資料集內容正確性與

完整性。 

四、為創造歲計會計資料加值應用，本總處於 104 年完

成中央共通性歲計會計資訊系統產製 XML 開放格式

功能，並修訂及函頒「公布(告)中央政府歲計會計

書表電子檔案格式應行注意事項」及相關檔案製作

手冊，請各機關依規定將 XML 資料放置於政府資料

開放平臺「政府預算」、「政府支出」主題區。 

五、積極更新並追溯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項目，將既有

物價指數、國民所得統計、人力資源調查、受僱員

工薪資調查皆定期更新，並積極追溯歷史資料，便

利民眾進行時間序列查詢。 

六、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

中心合作，將本總處第一類普抽查資料(去識別化之

原始資料)按年提供該院使用；另彙整後統計資料亦

上載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供各界應用。 

七、為提升我國於國際組織「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

資料開放評比排名，本總處依規劃辦理完成相關精

進措施。2015 年資料開放指標評比結果，我國躍居

全球第 1，其中本總處業管範圍之政府預算、國家統

計數據得分皆為滿分。 

104 年完成中央共通性歲計會計資訊系統

產製 XML 開放格式功能，並修訂及函頒「公

布(告)中央政府歲計會計書表電子檔案格式

應行注意事項」及相關檔案製作手冊，請各

機關依規定將 XML 資料放置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政府預算」、「政府支出」主題區。 

五、 積極更新並追溯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項

目，將既有物價指數、國民所得統計、人力

資源調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皆定期更新，

並積極追溯歷史資料，便利民眾進行時間序

列查詢。 

六、 為提升我國於國際組織「開放知識基金會

(OKFN)」資料開放評比排名，本總處依規

劃辦理完成相關精進措施。2015 年資料開

放指標評比結果，我國躍居全球第 1，其中

本總處業管範圍之政府預算、國家統計數據

得分皆為滿分。 

七、 本總處於 102 年至 105 年累計開放資料集

達 1,023 項，累計瀏覽總人數達 65 萬 5,96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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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總處於 102 年至 105 年累計開放資料集達 1,023

項，累計瀏覽總人數達 65萬 5,960人次。 

玖、

高價

值資

料集 

 本總處依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且依法得公

開之資料，依業務屬性分類，概分為政府預算、政

府支出及國家統計數據等 3 類具高價值之資料集，

並已開放共計 450 項資料集，預計至 109 年各類資

料集累計開放數量可達 1,800 項，規劃開放數如下

表︰ 

分類 預計至 109 年新增

開放資料集項數 

政府預算 140 

政府支出 70 

國家統計

數據 

1,240 

 

1. 本點刪除。 

2. 因應國家發

展委員會取

消對各部會

資料開放項

數成長量的

要求，爰刪

除 預 計 至

109 年各類

資料集新增

開放數量，

並補充說明

本總處高價

值資料集類

型後，整併

至「捌、成

果彙整」。 

拾、

跨域

合作

亮點 

 一、 本總處參加「開放資料應用主題座談會」，與

民間團體研討資料開放項目，共同檢視開放

資料品質，積極提供開放資料集，讓資料更

公開透明，便利民間產業與學術界應用，已

開放資料集項目如下︰ 

1. 本點刪除。 

2. 「開放資料應

用 主 題 座 談

會」係於推動

資料開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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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應用研討
會 

需求資料 提供資料集 

1 

103 年應
用主題第
1 次座談
會(連鎖展
店) 

各縣市別平均
每戶可支配所
得、儲蓄、所得
總額、所得收入
總計、受僱人員
報酬、消費支出 

已提供家庭
收支訪問調
查相關資料
集  

 

2 

103 年應
用主題第
6 次座談
會(電子商
務）  

家庭收支調查
－平均每戶家
庭各類別消費
收支  

已提供家庭
收支訪問調
查相關資料
集  

3 

104 年經
濟部開放
資料座談
會  

各產業資本形
成(投資)矩陣  

提供「各業
固定資本形
成毛額」資
料集  

4 

104 年經
濟部開放
資料座談
會  

物價統計月報-

進出口物價指
數分析表  

更新進、出
口物價指數
相關資料集  

 

二、 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

究專題中心合作，將本總處第一類普抽查資

料(去識別化之原始資料 )按年提供該院使

用；另彙整後統計資料亦上載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供各界應用。 

之初，為提升

開放資料項數

而召開，考量

本總處均已固

定開放歲計、

會計、統計相

關資料集，相

關資料索取之

會議已較少召

開，故刪除項

次一內容。 

3.項次二與中研

院合作內容整

併至「捌、成

果彙整」。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