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職掌與運作方式，報請鑒

察。

說明：

一、本次會議係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依規定重新遴

聘委員後首度召開，為使各委員瞭解諮詢小組運作機制，簡

要說明其運作依據、架構及議事規則如附件1 簡報。

二、檢附「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及「行政院所屬二

級機關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運作指引」如附件2至3。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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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運作機制

109年6月11日

2

01運作依據

02運作架構

03議事規則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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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 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資料開放諮
詢小組運作指引

運作依據

法規依據

4

運作架構

主計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

召集人

設置委員11人

蔡副主計長鴻坤

民間代表 機關代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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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

公務預算處
基金預算處
會計決算處
綜合統計處
國勢普查處

委員任期為1年，期滿得
續聘1次

5人 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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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一）

召開會議 議事重點 會議資料開放

開會頻率：每年以召開２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開會人數：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中之民間

代表應至少２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始得開會。

會議資料：於會議召開前５個工作日，將會議議程、會議資料草
案，提供委員及與會人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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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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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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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行動方案」。

五、詳請參閱附件3中「議事重點」。

召開會議 議事重點 會議資料開放

議事規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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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個工作日內：本總處將會議紀錄草稿email提供委員及與會相

關人員參閱。

二、5個工作日內：若有修正意見，請委員於5個工作日內回復，若

未回復視同無意見。

三、14個工作日內：本總處將會議資料及紀錄開放於政府資料開放

平臺，供外界檢視。

召開會議 議事重點 會議資料開放

議事規則（三）

簡報完畢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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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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部分修正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16日院授發資字第 1061502882號函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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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推動小組之數位國家分組下設行政院政府資料開

放諮詢小組（以下簡稱行政院諮詢小組），各中央二級機關設中央二級機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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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下列人員派

（聘）兼之；民間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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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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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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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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中之民間代表

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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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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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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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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9 日院授發資字第 1051500717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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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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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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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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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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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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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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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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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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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二案

案由：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

案由 決定(議) 辦理情形

壹、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情

形，報請鑒察。

洽悉。

二、本總處 108年 6

至 12 月資料開

放推動成果，報

請鑒察。

(一) 洽悉。
(二) 請主計資訊處了解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預 算
評比內容並提報下
次會議。

本項詳報告事項
第四案。

貳、 討論事項︰

擬具「行政院主計總

處資料開放具體行動

計畫」修正草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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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三案

案由：本總處109年1至6月資料開放推動成果，報請鑒察。

說明：

一、為達成本總處資料開放目標並提升資料應用價值，本總處

「資料開放行動方案」訂有績效指標，建立績效評估與考核

機制以評估資料開放執行成效，達成度說明如下：

(一) 年度預計開放項目：本總處本(109)年預計新增開放資料

數量為181項，至本年6月初止已新增開放160項資料集(詳

如附件1)，包括「政府預算」8項、「政府支出」13項及

「政府統計」139項。目前總開放項數已達1,774項，逾

120萬次瀏覽及逾11萬次下載，其中家庭收支調查、國民

所得統計、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失業率調查及薪資調查等，為民眾最關心之資料集(下載

次數排名詳如附件2)。

(二) 資料集品質優化：

１. 資料集檢測部分：本總處目前已開放之 1,774項資料集，
其中 151項非屬品質檢測範圍，其餘計有 1,623項資料
集均已符合金標章檢測指標(詳如附件3)。

２. 資料集內容檢核：本總處各開放資料提供單位已於 5月
中完成開放資料集自行檢核，經主計資訊處進行抽查，
資料集內容之正確性、完整性與更新頻率均符合標準
(詳如附件4)。

(三) 民間意見回饋處理：本年截至目前均無民眾於政府資料開

放平臺對本總處提出「我有話要說」之回饋意見及「我想

要更多」之資料需求。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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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19
項次 大分類 次分類 資料集項目名稱 開放年月 資料開放單位

1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營業部分)
109年1月 基金預算處

2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作業基金
109年1月 基金預算處

3 政府預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

表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

計表(非營業部分)-政事基金
109年1月 基金預算處

4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所得收入者各縣市別平均每

人可支配所得
109年2月

地方統計推展

中心

5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所得收入者各縣市別平均每

人所得收入總計
109年2月

地方統計推展

中心
6 政府統計 國民所得統計 政府消費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生產者價格投入係數表(A)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I-M)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國產品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國產品投入係數表(D)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國內關聯程度表(I-D)-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進口品交易表(C.I.F.+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進口品交易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進口品投入係數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1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國內運費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150部

門商業差距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569部

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商品對商品(CXC)80年569部

門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品按C.I.F.計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生產者價格投入係數表(A)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主計總處109年1至6月開放資料集項目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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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I-M)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國產品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2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國產品投入係數表(D)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國內關聯程度表(I-D)-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進口品交易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進口品投入係數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63部

門進口品交易表(C.I.F.+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品按C.I.F.計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生產者價格投入係數表(A)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產業關聯程度表(I-(I-M)A)-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3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國產品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國產品投入係數表(D)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國內關聯程度表(I-D)-1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進口品交易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進口品投入係數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國內運費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商業加價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164

部門進口品交易表(C.I.F.+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4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487

部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進口品按C.I.F.計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487

部門購買者價格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487

部門國產品交易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品(CXC)105年487

部門生產者價格交易表(含進口稅淨額)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3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63部

門供給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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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63部

門購買者價格使用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5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63部

門生產者價格使用表(進口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6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63部

門國產品使用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7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63部

門進口品使用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8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164

部門供給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59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164

部門購買者價格使用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60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164

部門生產者價格使用表(進口按C.I.F.計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61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164

部門國產品使用表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62 政府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
產業關聯統計-產品對產業(CXI)105年164

部門進口品使用表(按C.I.F.計值)
109年3月 綜合統計處

63 政府預算 法定預算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人工表 109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4 政府預算 法定預算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分析表 109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5 政府預算 法定預算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參考表 109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6 政府預算 法定預算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預算表 109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7 政府預算 法定預算 10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簡明表 109年4月 公務預算處

68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所得收入者各縣市別平均每

人受僱人員報酬
109年4月

地方統計推展

中心

69 政府統計 家庭收支調查
家庭收支調查-所得收入者各縣市別平均每

人非消費支出
109年4月

地方統計推展

中心
70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總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1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

分析表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2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政事別

決算分析總表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3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總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4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總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5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用途別

決算分析總表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6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入來源別

決算分析總表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7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8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營業部分)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79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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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80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債務基金)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81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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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82 政府支出 公共資訊
108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

計表(作業基金)
109年5月 會計決算處

8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

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8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小行

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8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大行

業別及組織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8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大行

業別及從業員工人數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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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8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小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8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大行業別及從業員工人數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小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縣

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小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

數及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

數及小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

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工業及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

小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

－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

－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9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

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

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數－按縣

市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數－按開

業時期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數－按從

業員工人數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場所單位數－按組

織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

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

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0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細行業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細行業

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數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製造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細行業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第22頁



11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細行業

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

全年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

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細行

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1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數

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營建工程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細行

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經

營概況－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經

營概況－按大行業別及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年

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細行業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年

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數

－按縣市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數

－按開業時期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數

－按從業員工人數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場所單位數

－按組織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2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細行

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

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

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

數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運輸及倉儲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細行

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

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3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

及全年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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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

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

數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金融及保險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經營概況－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

薪資－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

薪資－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4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縣市別及細行業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開業時期及細行業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1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從業員工人數及細

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2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與支援

服務業場所單位數－按組織別及細行業別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3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經營概況－按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4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經營概況－按縣市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5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細行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6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年底從業員工人數及全年薪資－按縣市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7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數－按縣市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8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數－按開業時期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59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數－按從業員工人數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160 政府統計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教育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藝

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與其他服務業場所單

位數－按組織別及細行業別分

109年5月 國勢普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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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總處開放資料集下載次數前十名
109.05.21

下載排名 資料集識別碼 資料集名稱 瀏覽次數 下載次數

1 9418 15,496 4,917

2 6690 22,284 4,760

3 8246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21,854 4,429

4 6019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16,511 3,230

5 6588 13,380 2,956

6 6640 人力資源調查縣市別失業率 17,132 2,765

7 9634 歷年各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 14,597 2,508

8 10893 財物標準分類 8,326 2,434

9 6637 人力資源調查失業率 9,604 1,753

10 6020 所得層級別消費者物價指數 6,901 1,186

家庭收支調查-各縣市別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

國民所得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季

家庭收支調查-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按消費型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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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19 資料集分類 金標章 銀標章 銅標章 無標章 小計 總計
檢測範圍內 4 0 0 0 4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97 0 0 0 97

因上架時間排除 20 0 0 0 20

檢測範圍內 78 0 0 0 78

因上架時間排除 20 0 0 0 20

檢測範圍內 136 0 0 0 136

因上架時間排除 10 0 10 0 20

檢測範圍內 255 0 0 0 255

因上架時間排除 26 0 0 0 26

檢測範圍內 951 0 0 0 951

因上架時間排除 29 0 0 0 29

檢測範圍內 17 0 0 0 17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1 0 0 0 1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2 0 0 0 2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5 0 0 0 5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74 0 0 0 74

因上架時間排除 36 0 0 0 36

檢測範圍內 3 0 0 0 3

因上架時間排除 0 0 0 0 0

檢測範圍內 1,623 0 0 0 1,623

因上架時間排除 141 0 10 0 151

主計總處開放資料集品質檢測統計表

公務預算處 117

基金預算處 98

綜合規劃處 4

綜合統計處 281

會計決算處 156

主計資訊處 17

國勢普查處 980

秘書室 1

主計室 5

說明：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04年1月23日發資字第1041500081號函，為擴大政府資料開放運用，各機

關於104年1月31日前可以既有格式發布資料集，爰資料品質評核標的為104年2月1日以後上架之

資料集。

人事處 2

總計 1,774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110

內部審核研

究小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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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單位
資料

筆數

抽查

資料數

資料

完整性

資料

正確性

更新

頻率
備註

綜合規劃處 4 1 Y Y Y
公務預算處 117 3 Y Y Y
基金預算處 98 2 Y Y Y
會計決算處 156 4 Y Y Y
綜合統計處 281 6 Y Y Y
國勢普查處 980 20 Y Y Y
主計資訊處 17 1 Y Y Y
秘書室 1 1 Y Y Y
人事處 2 1 Y Y Y
主計室 5 1 Y Y Y

地方統計推展

中心
110 3 Y Y Y

內部審核研究

小組
3 1 Y Y Y

總計 1,774 44

說  明：

開 放 資 料 集 檢 核 表 抽 查 結 果

1.資料集抽查數以該資料提供單位資料總數為基準，每50筆資料集

  抽查1筆，不足50筆抽查1筆。

2.本次抽查日期為109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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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四案

案由：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暨開放預算評比報告，報請鑒察。

說明：

依據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08年第 2次會議決定：
請主計資訊處了解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預算評比內容，
並於本次「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報告。內容詳見後附簡
報說明。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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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資訊處

109年6月11日

1

�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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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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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5

•2011年成立時間

•英、美、巴西等8個國家成立國家

•須為聯合國會員（OGP係聯合國非營利組織）加入條件

•國家、地方政府（巴黎、首爾等）OGP成員

•政府和公民社會共同制定兩年期行動計畫，內容包括具
體承諾等，使民間社會組織可以幫助並監督政府成立目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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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P中最受歡迎的領域：財政開放，因為公民都

想知道他們的錢花在哪裡

財政開放目的，提高透明度、參與度和問責制

OGP與合作夥伴合作，促進開放預算的創新，擴

大公民參與的承諾，使財政開放成為全球規範

7

OGP合作夥伴
資料來源：OGP官網

https://www.opengovpartnership.org
/policy-area/extractive-

industries/#partner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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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9

10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開放政府/公私協力共創透明、課責、參與的政府

•國家發展之重大政策
•強調透明、課責及參與
•形塑政府主責、民眾參與

•民眾清楚知道發生什麼事
•可以找到主責的政府機關
•可對政策表達意見與討論

。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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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 /推展開放政府理念的重要國際組織

•公民參與是重點過程。
•設置諮詢機制「多元利害關係人論壇」（Multi-

Stakeholder Forum，簡稱MSF），以利各界對話。
•確保行動方案的擬定與執行具備開放性。

行政院為展現推動開放政府及爭取加入OGP之
決心，已核定研提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家行動方案

•與各部會及相關公民團體合作
•透過利害人關係論壇等方式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及OGP網站

12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國家行動方案/依總統任期，綜整5大承諾事項範疇

圖片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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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13

•1997年成立成立時間

•獨立的非營利組織性質

•地理分布和代表性考量、財務資源、是
否有民間社會組織或學術研究人員可以
在該國進行評估等，由IBP決定

參加資格

•IBP致力於100多個國家及地區的預算監
控，目的是在促進透明和包容性的政府
預算程序，改善國家的治理和服務提供

成立目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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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6年啟動啟動日

•是中央政府預算透明度，全球唯一之獨立比
較指標特點

•全球六大洲超過115個國家對象

•對預算透明度、公眾參與預算、預算監督，
進行調查評比調查分類

•對國家在預算過程中，不同時間發布8種主要
預算文件，是否及時發布及其內容進行調查調查內容

•許多評估標準來自國際制定的標準，例如IMF、
OECD等評估標準

•均基於對8種主要預算文件的問卷調查，每2
年調查評比1次得分及排名

15

預算文件 文件目的和內容

預算前聲明 在行政機關的預算提案之前披露財政政策的主要參數；概述政府
的經濟預測，預期收入，支出和債務

行政預算提案 行政機關提交立法機關批准；詳細描述收入來源、支出及債務、
各部會的撥款，擬議的政策變更以及其他對於了解該國財政狀況
至關重要的資訊

法定預算 經立法機關批准的預算

公民預算 政府行政預算提案或已頒布的預算，以簡單的方式呈現，目的讓
公民易理解

年內報告 包括有關實際收入、實際支出以及在不同時間產生的債務資訊，
每季或每月發行

年中回顧 截至本會計年度中期的預算執行情況的全面更新，包括對經濟假
設的審查，和對預算執行結果的最新預測。

年終報告 描述會計年度結束時政府財政帳目狀況，理想情況下描述對實現
預算政策目標進度的評估

審計報告 該文件由最高審計機構發行，目的在檢查政府年終帳目的健全性
和完整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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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幫助民間獨立的預算專家，了解預算透明度和問

責制的國際實踐基準，並將這些標準應用於在本

國所觀察到的實踐

2.透過國際認可的標準，檢查每個國家的績效，進

行國家間比較

開放預算評比結果，將在全球發布

17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方法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18

由非國家政府人員的預算獨立專家，完成問卷調查

完成的問卷會送至相關國家，進行匿名審查

IBP會邀請各國政府官員為該國調查結果之草案進行評論

調查者回應來自審查者及其政府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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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架構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open-budget-

survey-2019

問卷第1部分 預算流程的四個階段(制定，批准，
實施和審核)，有關預算文件可用性
和及時發布的詳細資訊

問卷第2部分 行政預算提案的全面性

問卷第3部分 其他主要預算文件的完整性

問卷第4部分 監督機構在預算過程中的作用和
有效性

問卷第5部分 預算過程中公眾參與的機會

19

問卷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open-budget-

survey-20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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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open-budget-

survey-2019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Oversight 
Institutions in the 
Budget Process預算過程
中，監督機構的作用和有
效性

Questions103-124

Public Engagement in 
the Budget Process
預算過程中的公眾參與

Questions125-142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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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23

2019年全球預算透明度開放情形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country-result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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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國家，可知該國家得分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country-results

25

全球排名前20名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ranking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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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第1名：紐西蘭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open-budget-survey/country-

results/2019/new-zealand

27

預算透明度排名
資料來源：IBP官網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28

區域 第1名

東亞與太平洋區域 紐西蘭

東歐和中亞 喬治亞共和國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 墨西哥

中東和北非 約旦

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非

西歐、美國、加拿大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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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OGP)

� 我國推動目標與參與OGP規劃

� 國際預算夥伴(IBP)開放預算調查

� 開放預算調查評比排名

� 結語

29

財政透明度方面，本總處已持續開放歲計、會計
與統計資料，強化歲會計及統計之資訊透明。

公民參與方面，本總處已持續邀請民間團體學者
專家，共同參與歲會計及統計資料開放與交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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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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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案由：擬具本總處提升開放資料品質規劃，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行政院前於 108年 6月 6日核定「智慧政府行動方案」，推

動「極大化政府開放資料供加值應用」，請各機關提供民

眾「機器可讀、結構化、開放格式且符合領域資料標準之
資料」。又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於 108 年 10

月 1日「推動政府資料開放工作小組會議」決議，請各機關

積極訂定業管之領域資料標準，期望透過白金標章，鼓勵
各機關逐步提升資料品質，並促進政府資料之流通運用，

便利資料使用者整合運用政府開放資料。

二、 行政院於本(109)年 2月 14日函送修正「政府資料開放優質
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新增白金標章加分項，鼓勵

各機關優化資料開放作業，資料集若有 20%之欄位符合「政

府資料標準平臺(schema.gov.tw) 」所定之領域資料標準，
即可獲得白金標章，每個白金標章於總分加0.1分，至多 5

分。有關資料開放金質獎評獎作業，國發會預計於本年7月

底開始進行。

三、 本總處遵循行政院政策，積極訂定業管之領域資料標準，
考量各機關歲計、會計資料多由本總處相關資訊系統產出，
資料格式較一致且易處理，爰已於本年4月訂定「歲計會計
資料標準」(詳如附件)，業經國發會審查通過且已上架至
「政府資料標準平臺」，俟國發會完成後續相關作業後即
可供各界參用。

四、 為使本總處業管主計資料標準更為完備，並提升開放資料

品質以符合白金標章檢測指標，本年度規劃如下：

(一) 研訂「統計資料標準」：因應國發會資料標準審查期程
(本年 10 月中初審， 12 月初複審)，爰規劃由主計資訊

處邀集綜合統計處、國勢普查處、地方統計推展中心，於

本年 7月底前完成「統計資料標準」核心內容-第八章資
料典之訂定，於 9月中旬完成本總處「統計資料標準(草

案)」後送交國發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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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歲計會計資料標準」，取得資料開放優質標章： 

1、本總處已上架之歲計會計開放資料集計 371項，落於檢

測範圍（104年 2月以後上架）者計 311項，排除法規
命令、名詞解釋、編號對照表等後，與「歲計會計資料

標準」相關者（以下簡稱標準相關資料集）計 279項，

經初步檢視，已符合白金標章者計 111項。其餘168項，
本處將協助相關業務處，預計於 12月底前進行清理及

調整完成，以符合白金標章。未來本總處新上架之標準

相關資料集，均將符合白金標章。

2、為利各機關使用本總處資訊系統產出之標準相關資料集

均能符合白金標章，本總處將配合增修系統，預計自 7

月起提供各機關使用。各機關已上架之標準相關資料集
將可使用資料集清理功能，調整資料集以符合白金標章，

未來透過系統產製新上架之標準相關資料集亦將符合白

金標章。

五、 以上規劃，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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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計會計資料標準

       文件版本：第一版

       研擬單位：行政院主計總處

       聯絡方式：台北市中正區廣州街2號

       提出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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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促進歲計會計資料交換及整合運用效能，建立資料流通基礎環境，爰

訂定本標準供政府機關及各界參考，以提升主計資料加值運用。

貳、範圍
本標準包含歲計會計主題之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基金歲計會計基

本資料等二項類別。

參、應用場合及使用限制
本標準之資料主要適用對象為應用歲計會計資料之相關單位，進行主

計領域資料之交換與加值利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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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引用標準

本標準之內容引用以下相關標準或辦法而制定：

一、 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二、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三、 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四、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五、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

六、 總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作業手冊。

七、 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作業手冊。

八、 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

九、 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

十、 中央總會計制度。

十一、中央政府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十二、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會計報表適用科(項)目核

定表。

十三、IFRS各業適用會計科(項)目名稱、定義及編號核定表。

十四、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核定表。

十五、地方政府營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科(項)目核定表。

十六、領域資料標準訂定參考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

十七、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國家發展委員會。

十八、可延展標記式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參考標

準，W3C 組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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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有名詞

一、GBA

中央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Goverment Budget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簡稱GBA系統)，為

推動中央政府歲計會計事務自動化，依據行政院訂頒之預算編製、

預算執行，及會計制度等，提供中央政府公務機關及本總處辦理預

算編製、預算執行、普通會計、出納管理、決算編製與彙編等業務

，以如期如質完成各項歲計會計作業。

二、SBA

特種基金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Special Fund Budget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簡稱SBA系統)，為

推動特種基金(包括營業基金、作業基金、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畫基金等特種基金)歲計會計業務自動化，提供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特種基金及本總處辦理預算與決算報告編製業務、非

營業特種基金及地方政府營業基金會計等歲計會計業務。

三、CBA

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Local Government Budget 

Account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簡稱CBA系統)，

為推動地方政府主計行政資訊作業整體發展，提供各直轄市、縣市

及鄉鎮市(含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辦理歲計會計、出納管理、庫

款支付及線上簽核等歲計會計業務資訊化作業，各地方政府可依作

業需求選擇整合運用。

四、Schema

綱要，描述物件特性及與其他物件關係的抽象化表示，XML綱

要被用以描述XML物件之屬性及元素關係。

五、W3C

全球資訊網聯盟(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是制定網

路相關標準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如HTML、XML等標準。

3

第55頁



陸、特性分析
       本標準整體資料結構採用三層式設計，各階層類別說明如下： 

第一層 政府主計領域資料

政府主計領域資料包含政府歲計、政府會計、政府統計等資料。

第二層 歲計會計主題

歲計會計主題包含公務歲計會計、基金歲計會計等資料。

第三層 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包含中央政府、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公

務機關、及本總處辦理預算案、法定預算、會計月報、半年結算

報告及總決算等預算及決算表等資料。

第三層 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包含中央政府、直轄市及縣（市）、附屬

單位，及本總處辦理預算與決算、總預算與總決算、非營業特種

基金及地方政府營業基金會計等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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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應用綱要
考量歲計會計資料之特性分析，本章依據相關標準或辦法所規定之基本

架構，設計歲計會計資料應用綱要。資料屬性依據特性分析如下圖所示： 

5

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01年度
02⽉份
03⽇期
04歲入來源別科⽬名稱
05歲出政事別科⽬名稱
06歲出機關別科⽬名稱
07歲出⽤途別科⽬名稱
08職能別分類名稱
09資產、負債及淨資產類科⽬名稱
10收入及⽀出類科⽬名稱
11預算控制類科⽬名稱
12⾦額(千元)
13⾦額(元)
14數量
15百分比
16項次編號

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01年度
02⽉份
03⽇期
04平衡表科⽬名稱-作業基⾦
05收⽀餘絀表科⽬名稱-作業基⾦
06平衡表科⽬名稱-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基金
07基⾦來源⽤途餘絀表科⽬名稱-債務基⾦、特別收入基⾦及
資本計畫基⾦
08損益表科⽬名稱-營業基⾦
09資產負債表科⽬名稱-營業基⾦
10現⾦流量表項⽬名稱-作業基金
11餘絀撥補表項⽬名稱-作業基金
12現⾦流量表項⽬名稱-債務基金、特別收入基金及資本計畫
基金
13盈虧撥補表項⽬名稱-營業基⾦
14現⾦流量表項⽬名稱-營業基⾦
15⾦額(千元)
16⾦額(元)
17百分比
18報表樣式

歲計會計主題

政府主計領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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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資料典
      本章說明歲計會計應用綱要中各類別之屬性名稱或關係、定義、選填條

件、可發生次數、資料型別及值域之規定，選填條件及可發生次數係以實際供

應資料內容為考量設計。資料典定義如表 1，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典如表2、

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典如表 3。

表 1：資料典定義

名稱 定義

項次 資料典之序號。

中英文名稱 資料屬性列舉於資料典中。

說明 提供屬性之意義，以淺顯易懂的文字介紹該項資料，協助使
用者了解屬性之內容，避免誤解使用。

型別 說明屬性之資料型態填列
String、Number、Boolean、Date、Time、DateTime。

值域 說明該欄位之資料型別值域，為資料內容是否正確的判斷方
式。

必要性 說明該屬性描述之必要性，區分為「必要屬性」
（Mandatory）、及「選擇屬性」（Optional），本文說明
方式將以簡寫之(M)與(O)表示之。

最多發生次數 依實際需求，至多出現一次（1）、只出現特定次數（特定
次數）或出現多次（N）。

附註 針對屬性或關係提供前述項目無法提供之額外說明，例如代
碼表、編碼規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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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典

7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值域 附註

1-1 年度 Year O N String YYY

1-2 月份 Month 月份 O N String MM

1-3 日期 Date 日期 O N String YYYMMDD

1-4 O N String

1-5 O N String

1-6 O N String

1-7 O N String

1-8 O N String 詳「職能別分類表」

1-9 O N String

1-10 O N String

1-11 O N String

1-12 O N Number

1-13 Amounts(unit: dollars) O N Number

1-14 數量 Quantity 數量 O N Number

1-15 百分比 Percentage 百分比 O N Number

1-16 項次編號 SEQNO O N String [1-999]

必要
性

發生
次數

資料型
別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中華民國年
度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歲入來源別科
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revenues by sources

表達歲入資
料時使用此
類科目。例
如「歲入來
源別預算總
表」

詳「歲入來源別科目
表」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歲出政事別科
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expenditures by 
functions

表達歲出政
事別資料時
使用此類科
目。例如「
歲出政事別
預算總表」

詳「歲出政事別科目
表」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歲出機關別科
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expenditures by 
agencies

表達歲出機
關別資料時
使用此類科
目，例如「
歲出機關別
預算總表」

詳「歲出機關別科目
表」

各地方政府依地方自
治各別設定(市縣22、
鄉鎮市204)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歲出用途別科
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expenditures by 
objectives

表達歲出用
途別資料時
使用此類科
目，例如「
各項費用彙
計表」等

詳「歲出用途別科目
表」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職能別分類名
稱

Account name of 
expenditures by 
Classific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表達職能別
分類資料時
使用此分類
名稱，例如
「歲出按職
能及經濟性
綜合分類表
」等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資產、負債及
淨資產類科目
名稱

Account name of 
assets,liabilities, and 
net assets

表達資產、
負債及淨資
產資料時使
用此類科目
，如「平衡
表」等

詳「資產、負債及淨
資產類科目表」

地方政府部分：
1.市縣詳各市縣「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
2.鄉鎮市詳各市(縣)
各區(鄉、鎮、市)「
總會計制度及普通公
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收入及支出類
科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表達收入與
支出資料時
使用此類科
目，如「收
入支出表」
等

詳「收入及支出類科
目表」

地方政府部分：
1.市縣詳各市縣「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
2.鄉鎮市詳各市(縣)
各區(鄉、鎮、市)「
總會計制度及普通公
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預算控制類科
目名稱

Account name of budget 
control

表達預算控
制資料時使
用此類科目
，例如歲入
預算數、歲
入分配數、
歲出保留數
等

詳「預算控制類科目
表」

地方政府部分：
1.市縣詳各市縣「普
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
之一致規定」
2.鄉鎮市詳各市(縣)
各區(鄉、鎮、市)「
總會計制度及普通公
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
致規定」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金額(千元) Amounts(unit: thousand 
dollars)

金額(千元) [±][00000000000-
99999999999]

單位為新臺幣千元。
(因預算金額均四捨五
入至千元，故無小數
位)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金額(元) 金額(元)

[±]
[00000000000000-
99999999999999].
[00-99]

單位為新臺幣元
(因以前決算金額細至
角分，故請保留無小
數位及有2位小數的金
額均可驗證)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00000000000-
99999999999]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00000000000-
99999999999].[00-
99]

因書表類型不同，請
保留無小數位或有1至
2位小數位的值均可驗
證

公務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報表排序使
用參數，例
如：款、項
、目、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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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典

8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值域 附註

2-1 年度 Year O N String YYY

2-2 月份 Month 月份 O N String MM

2-3 日期 Date 日期 O N String YYYMMDD

2-4 O N String

2-5 O N String

2-6 O N String

2-7 O N String

2-8 O N String

2-9 O N String

2-10 O N String

2-11 O N String

2-12 O N String

2-13 O N String

2-14 O N String

2-15 O N Number

2-16 Amounts(unit: dollars) O N Number

2-17 百分比 Percentage 百分比 O N Number

2-18 報表樣式 Format O N String [1-999]

必要
性

發生
次數

資料型
別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中華民國年
度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平衡表科目名
稱-作業基金

Operations Funds 
Balance Sheet Account 
Name

作業基金適
用

詳「作業基金採企業
會計準則適用平衡表
科目簡表」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收支餘絀表科
目名稱-作業
基金

Operations Funds 
Statement of income, 
expenditure and 
surplus/deficit Account 
Name

作業基金適
用

詳「作業基金採企業
會計準則適用收支餘
絀表科目簡表」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平衡表科目名
稱-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畫
基金

Debt Service 
Funds,Special Revenue 
Funds and Capital 
Project Fund Balance 
Sheet Account Name

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
畫基金適用

詳「債務基金、特別
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
基金適用平衡表科目
簡表」科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基金來源用途
餘絀表科目名
稱-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畫
基金

Debt Service 
Funds,Special Revenue 
Funds and Capital 
Project Fund Statement 
of Income, Expenditure 
and Surplus/Deficit 
Account Name  

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
畫基金適用

詳「債務基金、特別
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
基金適用基金來源、
用途及餘絀表科目簡
表」科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損益表科目名
稱-營業基金

Enterprise Division 
Income Statement 
Account Name

營業基金適
用

詳「IFRS各業適用損
益表科目名稱及編號
簡表」科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資產負債表科
目名稱-營業
基金

Enterprise Division 
Balance Sheet Account 
Name

營業基金適
用

詳「IFRS各業適用資
產負債表科目名稱及
編號簡表」科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現金流量表項
目名稱-作業
基金

Operations Funds 
Statement of Surplus 
Distribution and 
Deficit Compensation 
Item Name

作業基金適
用

詳「作業基金採企業
會計準則適用現金流
量表項目簡表」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餘絀撥補表項
目名稱-作業
基金

Operations Funds Cash 
Flow Statement Item 
Name

作業基金適
用

詳「作業基金採企業
會計準則適用餘絀撥
補表項目簡表」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現金流量表項
目名稱-債務
基金、特別收
入基金及資本
計畫基金

Debt Service 
Funds,Special Revenue 
Funds and Capital 
Project Fund Cash Flow 
Statement Item Name

債務基金、
特別收入基
金及資本計
畫基金適用

詳「債務基金、特別
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
基金適用現金流量表
項目簡表」項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盈虧撥補表項
目名稱-營業
基金

Enterprise Division 
Appropriation of Profit 
and Make-up for Loss 
Item Name

營業基金適
用

詳「IFRS各業適用盈
虧撥補表項目名稱及
編號簡表」項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現金流量表項
目名稱-營業
基金

Enterprise Division 
Cash Flow Statement 
Item Name

營業基金適
用

詳「IFRS各業適用現
金流量表項目名稱及
編號簡表」項目名稱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金額(千元) Amounts(unit: thousand 
dollars)

金額包含預
算數、決算
數、執行數
金額單位為
千元

[±][00000000000-
99999999999]

單位為新臺幣千元。
(因預算金額均四捨五
入至千元，故無小數
位)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金額(元)

金額包含預
算數、決算
數、執行數
金額單位為
元

[±]
[00000000000000-
99999999999999].
[00-99]

單位為新臺幣元
(因以前決算金額細至
角分，故請保留無小
數位及有2位小數的金
額均可驗證)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00000000000-
99999999999].[00-
99]

因書表類型不同，請
保留無小數位或有1至
2位小數位的值均可驗
證

基金歲計會
計基本資料

格式包含
SEQNO、LEV
EL、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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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編碼規則

本標準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係由本總處

之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產製相關報表，其編碼亦符合 XML 之編碼規

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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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標準訂定單位及維護權責

本標準由行政院主計總處研擬，內容之維護及更新為資訊單位負責，

聯絡資訊如下： 

聯絡單位：行政院主計總處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 2號

電話：(02)23803400

官方網站：https://www.dgbas.gov.tw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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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錄1  公務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附錄1.1歲入來源別科目表

附錄1.2歲出政事別科目表

附錄1.3歲出機關別科目表

附錄1.4歲出用途別科目表

附錄1.5職能別分類表

附錄1.6資產、負債及淨資產類科目表

附錄1.7收入及支出類科目表

附錄1.8預算控制類科目表

附錄2  基金歲計會計基本資料

附錄2.1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平衡表科目簡表

附錄2.2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收支餘絀表科目簡表

附錄2.3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適用平衡表

        科目簡表

附錄2.4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適用基金來

        源、用途及餘絀表科目簡表

附錄2.5IFRS各業適用損益表科目名稱及編號簡表

附錄2.6IFRS各業適用資產負債表科目名稱及編號簡表

附錄2.7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現金流量表項目簡表

附錄2.8作業基金採企業會計準則適用餘絀撥補表項目簡表

附錄2.9債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適用現金

        流量表項目簡表

附錄2.10IFRS各業適用盈虧撥補表項目名稱及編號簡表

附錄2.11IFRS各業適用現金流量表項目名稱及編號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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