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111年第 1次會議 

議程 
 

時間：111年 6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 3會議室 
 

壹、 主席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本總處「政府資料開放諮詢小組」職掌與運作方

式，報請鑒察。 

二、 上次會議決定（議）事項辦理情形，報請鑒察。 

三、 本總處 111年 1至 5月資料開放推動成果，報請

鑒察。 

參、 討論事項 

擬具本總處「統計資料標準」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肆、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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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6月14日

1

01運作依據

02運作架構

03議事規則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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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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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作依據

法規依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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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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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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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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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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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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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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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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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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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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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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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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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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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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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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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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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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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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總處「政府資

料開放諮詢小

組」職掌與運作

方式，報請鑒

察。 

 

洽悉。 

 

二、 上次會議決定

（議）事項辦理

情形，報請鑒

察。 

洽悉。  

三、 本總處110年1至

11月資料開放推

動成果，報請鑒

察。 

1. 洽悉。 

2. 請於本總處開放

資料品質檢測統

計表增列「白金

標章」統計數。 

 

已參採委員建議修

正，併提本次會議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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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事項︰ 

一、 關於本總處開放

資 料 集 下 架 一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二、 關於規劃本總處

資料集符合主計

領域資料標準一

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請依

規劃方式及期程

辦理。 

 

參、 臨時動議 

    地方政府基礎資

料 之 開 放 及彙總 。 

 

請主計資訊處適

時將委員所提建

議提供國家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

稱 國 發 會 ） 參

考。 

會議紀錄已函送國

發會，並電洽說明

委員建議。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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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第三案 

案由：本總處111年1至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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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預定開放資料集37項，

目前22項已上架完成（如附件1），包括「政府預算」8

項、「政府支出」13項及「政府統計」1項。目前總開放

項數已達1,844項，逾166萬次瀏覽及逾13萬次下載，其

中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國民所得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毛

額－季、家庭收支調查－各縣市別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

計、人力資源調查縣市別失業率、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

指數、歷年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家庭收支調查－

家 庭 消 費 支 出 結 構 按 消 費 型 態 分 

、人力資源調查失業率、財物標準分類、行業統計分類

（XML）等，為民眾最關心之資料集（下載次數排名如

附件2）。 

(二) 資料集品質優化：本總處目前已開放之1,844項資料集 

，各單位已完成自行檢核資料集內容之正確性 

、完整性與更新頻率等，除品質檢測範圍外143項，餘

1,701項資料集皆符合金標章，並經各主要資料提供單

位共同努力，持續將金標章強化為符合主計領域資料標

準之白金標章，項數由110年87項大幅成長為1,110項

（如附件3）。 

(三) 民間意見回饋處理：有關民眾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對本

總處資料提出1則「我想要更多」之資料需求，業管單

位已完成回復（如附件4）。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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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0

序

號
主題分類 資料集項目名稱

開放

年月

資料開放

單位

1 政府預算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人工表 11104 公務預算處

2 政府預算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分析表 11104 公務預算處

3 政府預算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參考表 11104 公務預算處

4 政府預算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預算表 11104 公務預算處

5 政府預算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簡明表 11104 公務預算處

6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人工表 11111 公務預算處

7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分析表 11111 公務預算處

8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參考表 11111 公務預算處

9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預算表 11111 公務預算處

10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簡明表 11111 公務預算處

11 政府預算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 11101 基金預算處

12 政府預算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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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 基金預算處

13 政府預算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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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 基金預算處

14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 11109 基金預算處

15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

作業基金
11109 基金預算處

16 政府預算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

政事基金
11109 基金預算處

17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18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19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入來源別決算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0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政事別決算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1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歲出機關別決算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2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入來源別決算分析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3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政事別決算分析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4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各機關歲出用途別決算分析總表 11105 會計決算處

25 政府支出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 11109 會計決算處

26 政府支出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半年結算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11109 會計決算處

27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營業部分) 11105 會計決算處

28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作業基金) 11105 會計決算處

29 政府支出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債務基金) 11105 會計決算處

30 政府支出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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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會計決算處

31 政府支出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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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 會計決算處

32 政府支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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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會計決算處

33 政府支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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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會計決算處

34 政府支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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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會計決算處

35 政府支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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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會計決算處

36 政府支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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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 會計決算處

37 政府統計 生產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11102 綜合統計處

主計總處111年預定開放資料集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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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排名 資料集識別碼 上架時間 資料集名稱 累計瀏覽次數 累計下載次數

1 9418 103-10-29 21,406 6,796 

2 8246 103-06-19 29,837 6,301 

3 6690 102-11-21 23,327 4,888 

4 6019 102-03-27 18,731 3,709 

5 10893 104-02-02 11,057 3,455 

6 6588 102-11-04 15,197 3,383 

7 6640 103-04-22 19,495 3,204 

8 9634 103-12-04 16,696 3,179 

9 6637 103-04-22 11,426 2,043 

10 14321 104-04-29 8,782 1,643 

主計總處開放資料集累計下載次數前10名
自上架時間至111年5月20日

家庭收支調查-各縣市別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國民所得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季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財物標準分類

家庭收支調查-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按消費型態分

人力資源調查縣市別失業率

歷年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

人力資源調查失業率

行業統計分類(XML)

註：自上架時間至111年5月20日

行業統計分類(XML)

人力資源調查失業率

歷年受僱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

人力資源調查縣市別失業率

家庭收支調查-家庭消費支出結構按消費型態分

財物標準分類

消費者物價基本分類指數

國民所得統計-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季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家庭收支調查-各縣市別平均每戶所得收入總計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1,643

2,043

3,179

3,204

3,383

3,455

3,709

4,888

6,301

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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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5-20

檢測範圍外

白金標章

綜合規劃處 0 0 0 0 4 4 4

公務預算處 20 0 0 0 117 18 137

基金預算處 20 0 0 0 88 0 108

會計決算處 20 0 0 0 177 65 197

綜合統計處 26 0 0 0 259 35 285

國勢普查處 21 0 0 0 947 946 968

主計資訊處 0 0 0 0 17 16 17

秘書室 0 0 0 0 1 0 1

人事處 0 0 0 0 2 0 2

主計室 0 0 0 0 5 0 5

地方統計推展中心 36 0 0 0 81 26 117

內部審核研究小組 0 0 0 0 3 0 3

總計 143 0 0 0 1,701 1,110 1,844

主計總處開放資料集品質檢測統計表

單位 總計

註：

1.品質檢測範圍內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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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資料品質檢

  測標的為104年2月1日以後上架之資料。

2.銅標章、銀標章、金標章係依行政院106年8月29日院授發資字第1061502362號函，訂定

  「政府資料開放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配合辦理。

3.白金標章係依行政院109年2月14日院授發資字第1091500216號函，修訂「政府資料開放

  優質標章暨深化應用獎勵措施」配合辦理，資料集若經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檢測獲得金標

  章後，可進行白金標章檢測，通過檢測項目後可獲得白金標章。

4.主計資訊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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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抽查計45筆。

檢測範圍內（104年2月1日後上架）

金標章銀標章銅標章無標章因上架時間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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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我想要更多」 

111 年 1 至 5 月民眾意見彙整表 

項

次 

發表 

日期 

建議資

料集名

稱 

建議開

放的欄

位 

建議 

原因 

回復

單位 

回復 

日期 
回復內容 

1 

111 年 

1月 

19日 

職業標

準分類 

無 

 

由於論文

所需，須

獲得近幾

年職業分

類修正與

其他資料

結 合 分

析，目前

雖有第六

版，但修

正時間為

11 年前，

想了解大

概何時能

獲得新版

資料。 

綜合

統計

處 

111年

1月 

25日 

1. 職業標準分類（以下簡稱職業

分類）係供統計分類之用，以

使國內職業別相關統計能在一

致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

另為利國際間統計資料之相容

比較，向以聯合國國際職業標

準 分 類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ISCO）為修正基

礎。 

2. 依聯合國 ISCO 歷次修正時程

觀察，自 1958年推出迄今共修

正 3 次，每次間隔 10-20 年，

最近一次修正為 2008年，為現

行職業分類（第 6 次修正版）

所參照之版本；另查聯合國規

劃於 2028 年提出下一版 ISCO

修正草案，本總處將持續關注

其修正進度，作為我國職業分

類第 7次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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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提案單位：主計資訊處 

案由：擬具本總處「統計資料標準」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推動本總處開放資料集符合主計領域資料標準，取得白金

標章，於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設定及檢測時，須調整資料標準

之應用綱要及資料典。經彙整綜合統計處、國勢普查處、地

方統計推展中心需求，並依據110年12月8日本總處「政府資

料開放諮詢小組」會議決議：「後續視需求滾動修正本總處

主計領域資料標準」，爰擬具「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

總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二、 以上所擬是否妥適，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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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

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2
統計法制及標準

基本資料
英文屬性名稱 02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ies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修正英譯文字

3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值域 05 [原始值,年增率,年增率(%)] [原始值,年增率] 因應業務所需修正表4之值域。

4
國民所得及

經濟成長統計

基本資料

值域 05 [原始值,年增率,年增率(%)] [原始值,年增率] 因應業務所需修正表5之值域。

5 02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6 06 Age Years Age(Years)

7 08 square kilometer km2

8 09 average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household

9 10 person per square kilometer Person/km2

10 附註 03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11 16 噸

12 17 千隻

13 18 千粒

14 02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15 04 Kg Kg.

16 05 Ha Ha.

17 11 Bottle Vessel Flask Bottle(Vessel、Flask)

18 12 Age Years Age(Years)

19 13 Box Carton Box(Carton)

20 16 Tonne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值域及附註。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英文屬性名稱
人口及住宅普查

基本資料

說明

應用綱要圖：4項資料典因應業務所需，共增加7項屬性，並依資料典所列屬性酌作文字修正。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修正英文屬性

名稱及附註。

中文屬性名稱

農林漁牧業普查

基本資料

英文屬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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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21 17 Thousand heads

22 18 Thousand pieces

23 16 以噸為單位之噸數

24 17 以千隻為單位之隻數

25 18 以千粒為單位之粒數

26 必要性 16~18 O

27 發生次數 16~18 N

28 資料型別 16~18 String

04

06~07

09

11

13~15

30 05 [0-99999999999]+.[00-99] [0-99999999]

31 08 [0-99999999999]+.[00-99] [0-99999999]+.[00-99]

32 16~18 [0-99999999999]

33 03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04~09

11

13~18

35 10

農林漁牧業:
Household, Enterprise, Farm
工業及服務業: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農林漁牧業:
Household, Enterprise, Farm
工業及服務業: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值域及附註。

農林漁牧業普查

基本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附註

[0-99999999999] [0-99999999]

值域

資料說明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29

34

英文屬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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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36 中文屬性名稱 09 個

37 02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38 04 NT NT$

39 05 thousand NT NT$1000

40 06 Percent %(Percent)

41 09 Number

42 資料說明 09 以股東為單位之股東數

43 必要性 09 O

44 發生次數 09 N

45 資料型別 09 String

46 值域 09 [0-99999999]+.[0-99]

47 03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48 07

農林漁牧業:
Household, Enterprise, Farm
工業及服務業: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農林漁牧業:
Household, Enterprise, Farm
工業及服務業:
Enterprise, Establishment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49 08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50 09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2位；(D)：不陳示數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51 02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52 03 NT NT$

53 04 Trillion NT Trillion NT$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工業及服務業

普查基本資料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及附註。

英文屬性名稱

附註

國富統計

基本資料
英文屬性名稱

配合政府資料標準平臺上架建議

，修正英文屬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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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54 10 週

55 11 項

56 03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57 04 Time Period_YYYMM ROC Time Period_YYYMM(ROC)

58 07 Percent %(Percent)

59 09 Months Month(s)

60 10 Weeks

61 11 Number

62 10 以週為單位之週數

63 11 使用方法之數量

64 必要性 10~11 O

65 發生次數 10~11 N

66 資料型別 10~11 String

67 07 [-9999999-9999999]+.[0-9999] [-999-99999]+.[0-9999]

68 10 [0-99999999]+.[0-9999]

69 11 [0-99]+.[0-99]

70 05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71 07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4位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4位；(D)：不陳示數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72 10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4位

值域

英文屬性名稱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附註

中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人力資源調查

基本資料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值域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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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73
人力資源調查

基本資料
附註 11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2位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值域及附註。

74 中文屬性名稱 11 職缺個數

75 03 Time Period 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76 04 Time Period YYYMM ROC Time Period_YYYMM(ROC)

77 07 Percent %(Percent)

78 09 Months Month(s)

79 10 NT NT$

80 11 Number of job vacancies

81 資料說明 11 以個為單位之職缺數

82 必要性 11 O

83 發生次數 11 N

84 資料型別 11 String

85 07 [-9999999-9999999]+.[0-9999] [-999-99999]+.[0-9999]

86 08 [0-9999]+.[0-99] [0-99]+.[0-99]

87 11 [0-99999999]

88 05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89 07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4位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4位；(D)：不陳示數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90 10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小數位

可能為1~2位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91 11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92
綠色國民所得

統計基本資料
英文屬性名稱 02 Time Period_YYY ROC Time Period_YYY(ROC)

配合政府資料標準平臺上架建議

，修正英文屬性名稱。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英文屬性名稱

值域

附註

受僱員工薪資

調查基本資料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增列屬性，修

正英文屬性名稱、值域及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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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資料典類別 項目 項次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93 03 NT NT$

94 04 NT100million NT$100million

95 07
Average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Person/household

96 08 Percent %(Percent)

04

06~07

10

98 05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D)：
表示不陳示數值以保護個別資料

09

11

100 12
取至小數第3位；-：無數值或數

值無統計

取至小數第3位；「-」：無數值

或數值無統計

統計資料標準修正比較彙總表

因應業務所需及配合政府資料標

準平臺上架建議，修正英文屬性

名稱及附註。

附註

家庭收支統計

基本資料

97

99

英文屬性名稱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無數值或數值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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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總處負責政府主計領域業務，包含歲計、會計與統計資料。本次謹

就「統計資料」主題訂定標準，以期促進資料交換及整合運用效能，建立

資料流通基礎環境。

貳、範圍
本標準包含綜合統計、國勢普查及地方統計之基本資料等三項類別。

參、應用場合及使用限制
本標準適用於應用統計資料需求之機關單位、各類機構及民間加值應

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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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一、消費者物價指數背景資料說明。
二、躉售物價指數背景資料說明。
三、進出口物價指數背景資料說明。
四、生產者物價指數背景資料說明。
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背景資料說明。
六、國內生產毛額、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率及平減價格指數統計資料背景說

明。
七、產業關聯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八、行業統計分類。
九、職業標準分類。
十、就業、失業統計背景資料說明。
十一、薪資及生產力統計背景資料說明。
十二、農林漁牧業普查背景資料說明。
十三、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背景資料說明。
十四、人口及住宅普查背景資料說明。
十五、國富統計背景資料說明。
十六、人力運用調查背景資料說明。
十七、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背景資料說明。
十八、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十九、領域資料標準訂定參考指引，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十、資料集詮釋資料標準規範，國家發展委員會。
二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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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一般家庭購買消費性商品及服務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

二、躉售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
所有國內生產廠商及進口商和出口商第一次交易之價格水準變動

情形。

三、進出口物價指數(Import and Export Price Indices)
進（出）口商品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

四、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國內生產廠商所生產商品離開生產場所時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

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onstruction Cost Index)
營造工程投入材料及勞務之價格水準變動情形。

六、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國內生產毛額為在本國疆域以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成果

，不論這些生產者係本國人或外國人所經營者。

七、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 NI)
「國民所得毛額（GNI）」係本國常住居民在國內及國外提供要

素之生產結果；生產結果主要分配為受僱報酬、財產及企業所得，以

所得者而言，即稱為「國民所得」，惟固定資本消耗不能分配，因此

國民所得毛額扣除固定資本消耗即為國民所得。

八、經濟成長率(Economic Growth Rate)
以參考年計算之國內生產毛額連鎖實質值年增率。

九、平減價格指數(Implicit Price Deflator)
係由按當期價格計算金額除以連鎖實質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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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投入係數(Input Coefficients)
將各種交易表中，以其生產總值除其各項投入值，即獲得各部

門之投入係數。投入係數也表示在現存生產技術條件下，直接所需

各部門產品之投入比率，代表一種生產技術水準，故又稱為技術係

數。

十一、關聯程度係數(Impact Coefficients)
關聯程度表內的關聯程度係數，或稱逆矩陣係數，又稱相互依

存係數或波及效果係數，其意義為某一部門產品之最終需要增加一

單位時，所需向各部門直、間接購買單位數。其中最終需要透過產

業關聯效果直、間接地對生產、附加價值及輸入發生影響，稱為最

終需要之波及效果。

十二、向前關聯效果與感應度(Forward Linkage Effects   &
Sensitivity of Dispersion)
當每一產業部門之最終需要皆變動一單位時，對特定產業產品

需求之總變動量，也就是特定產業受感應的程度，稱為向前關聯效

果，將其標準化後，稱為感應度。

十三、向後關聯效果與影響度(Backward Linkage Effects &
Power of Dispersion)
當對某一產業部門之最終需要變動一單位時，各產業必須增（

減）產之數量和，也就是該特定產業對所有產業的影響程度，稱為

向後關聯效果，將之標準化後稱為影響度。

十四、行業統計分類(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行業統計分類係供統計分類之用，以生產商品或提供服務之「

場所單位」為分類對象，並以其從事的主要經濟活動為判定業別之

基礎。

十五、職業標準分類(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職業標準分類係供統計分類之用，將從事相同或類似之工作內

容予以有系統歸類，並就執行特定工作所需技術加以分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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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就業、失業統計(Labor Force)
運用按月辦理之人力資源調查資料，統計年滿 15 歲自由從事

經濟活動本國籍民間人口（扣除軍人、入監人口與失蹤人口）之數

量、就業及失業人數、失業原因、非勞動力構成狀況，並計算失業

率及勞動力參與率等統計指標。

十七、薪資及生產力統計(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運用按月辦理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料，統計各行業受僱員工

人數、薪資水準、工時及人員進入退出狀況，並編算單位勞動投入

之產出量及產出值，藉以衡量廠商生產力變化情形。

十八、農林漁牧業普查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y and
Animal Husbandry Census)

政府每 5 年舉辦一次之基本國勢調查，全國有經營農林漁牧業

且符合標準者，皆為受查對象，資料經彙整統計後，可具體展現國

內農、林、漁業發展現況，包括實際經營農牧業（農牧戶、農牧場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林業、漁業等家數、擁有資源及地區分布

情形。 

十九、工業及服務業普查(Industry and Service Census)
政府每 5 年舉辦一次之基本國勢調查，全國所有公司行號皆為

受查對象，資料經彙整統計後，可具體展現國內工業及服務業發展

現況，包括廠商家數總額及生產所運用資源之投入產出狀況等資訊

之增減變化、地區分布等情形。 

二十、人口及住宅普查(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政府每 10 年舉辦一次之基本國勢調查，採「公務登記與調查

整合式普查」方式辦理，對於所抽取之樣本普查區進行全面性調查

，凡普查區內於普查標準日符合普查對象定義之宅、戶及人，皆為

受查對象，資料經彙整統計後，可了解全國常住人口總數、分布、

家庭結構、就學、就業及住宅使用狀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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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國富統計(National Wealth Statistics)
國富係一個國家所擁有之財富，即全體國民在特定時間點所擁

有全部財貨之價值總額，包含非金融企業、金融企業、家庭、政府

、非營利團體等 5大經濟活動部門，並以重置價格及扣除累計折舊

計算毛額及淨額。

二十二、人力運用調查(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政府按年辦理之家戶面抽樣調查，資料經彙整統計後，可了解

年滿 15 歲本國籍民間人口（扣除軍人、入監人口與失蹤人口）自

由從事經濟活動之狀況，包含就業者之人力運用及工作變換情形、

失業者之希望找尋職業、希望待遇及未去就業原因、非勞動力之前

一年工作情形及停止工作原因。

二十三、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 (Turnover,  Employee’s
Movement,  Job  Vacancy  and  Employment  Status
Survey)
政府按年辦理之廠商面抽樣調查，資料經彙整統計後，可了解

工業及服務業廠商人力僱用狀況，包含受僱員工進退概況、薪資調

整、非薪資報酬、空缺職類之人數、時間、僱用條件、空缺原因、

給薪水準等情形。

二十四、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Ratio of disposable income
share of highest 20% to that of lowest 20%)
家庭依可支配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最高 20%家庭平均可支配

所得除以最低 20%家庭平均可支配所得之商數。

二十五、吉尼係數(Gini’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衡量所得分配不均度指標，介於 0%~100%，數值愈大，表示所

得分配愈不均等，反之則愈均等。

二十六、家庭收支(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可分為兩個部分，一為經常性收入包括受僱人員報酬、產業主

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租金收入、經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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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收入及雜項收入；二為經常性支出包括非消費性支出（包括利

息支出及經常移轉支出）及消費支出。

二十七、家庭消費支出(Fam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包括食品及非酒精飲料、菸酒及檳榔、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

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醫療保健、

交通、通訊、休閒與文化、教育、餐廳及旅館、什項消費。

二十八、家庭設備普及率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with
household equipment and appliances)
擁有某項設備家庭戶數占總戶數比率。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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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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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第35頁



陸、特性分析
本標準係以「領域」、「主題」及「類別」等三層式結構設計，各階

層類別說明及示意圖如下：

第一層：主計領域資料包含歲計會計、統計等主題，本標準係以「統計主
題」為範圍。

第二層：統計主題包含綜合統計、國勢普查及地方統計資料等，全部納入
本標準範圍。

第三層：各項資料範圍說明如下：

(一)綜合統計：包含統計法制及標準、社會指標統計、物價統計、國

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產業關聯統計等基本資料。

(二)國勢普查：包含人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牧業普查、工業及服務

業普查、國富統計、人力資源調查、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等基本資

料。

(三)地方統計：包含綠色國民所得統計及家庭收支統計等基本資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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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應用綱要
依據統計主題特性分析，本章以結構類別圖說明綜合統計、國勢普查

及地方統計之應用綱要，如下圖所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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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資料典
本章說明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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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主題各項資料典如表 2

至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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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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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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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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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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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統計法制及標準資料典

表 3：社會指標統計資料典

11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O N String

02 行業統計分類 O N String

03 職業標準分類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統計法制
及標準基
本資料

統計標準分類
項目

Item of Standard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統計標準分類項目
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統計法制
及標準基
本資料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ies

行業統計分類第11
次修正之行業代碼

行業統計分類第11次修
正之分類系統分為大、
中、小、細類等4個層級
，其編碼方式，大類以
英文字母編碼，中、小
、細類分別採用2、3、4
位數編碼；小、細類代
碼尾數「0」代表與上一
層級同，尾數「9」代表
其他類別；代碼表詳「
行業統計分類第11次修
正之行業名稱及定義」
(https://
www.stat.gov.tw/
public/Attachment/
01222134057T64VQLSY.o
dt)

統計法制
及標準基
本資料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職業標準分類第6
次修訂之職業代碼

職業標準分類第6次修訂
之分類系統分為大、中
、小、細類等4個層級，
其編碼方式大、中、小
、細類分別採用
1、2、3、4位數編碼；
中、小、細類之末碼若
為「0」，表示該層級不
再細分，末碼若為「9」
，則表示其他項類別；
代碼表詳「職業標準分
類第6次修訂之分類系統
」(https://
www.stat.gov.tw/
public/data/dgbas03/
bs1/中華民國職業標準
分類/
042916213471.odt)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O N String

02 Time Period_Year 西元年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

03 統計數值 Item Value 統計數值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社會指標
統計基本
資料

社會指標統計
項目

Item of Social 
Indicators 
Statistics

社會指標統計項目
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社會指標
統計基本
資料

統計期_年

社會指標
統計基本
資料

[±][0-
999999999999999](.
[0-999])或[--,…,-]

可能有0~3位小數，另數
值無意義，標示為
「--」，數值尚未發布
，標示為「…」，無數
值或數值無統計，標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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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物價統計資料典

表 5：國民所得及經濟成長統計資料典

表 6：產業關聯統計資料典

12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物價統計項目 物價統計項目名稱 O N String

02 Time Period_Year 西元年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

03 Time Period_Month 西元年月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M[01-12]

04 更新頻率 Update Frequency 更新頻率 O N String [A,Q,M]

05 統計數值類型 Value Type 統計數值類型 O N String

06 統計數值 Item Value 統計數值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Item of Price 
Statistics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統計期_年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月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A:年
Q:季
M:月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原始值,年增率,年增
率(%)]

原始值：原始統計數值
年增率：與上年同期比
較計算

物價統計
基本資料

[±][0-
999999999999999](.
[0-999])或[--,…,-]

可能有0~3位小數，另數
值無意義，標示為
「--」，數值尚未發布
，標示為「...」，無數
值或數值無統計，標示
為「-」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O N String

02 Time Period_Year 西元年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

03 Time Period_Quarter 西元年季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Q[1-4]

04 更新頻率 Update Frequency 更新頻率 O N String [A,Q,M]

05 統計數值類型 Value Type 統計數值類型 O N String

06 統計數值 Item Value 統計數值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國民所得及經
濟成長統計項
目

I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國民所得及經濟成
長統計項目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統計期_年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統計期_季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A:年
Q:季
M:月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原始值,年增率,年增
率(%)]

原始值：原始統計數值
年增率：與上年同期比
較計算

國民所得
及經濟成
長統計基
本資料

[±][0-
999999999999999](.
[0-999])或[--,…,-]

可能有0~3位小數，另數
值無意義，標示為
「--」，數值尚未發布
，標示為「...」，無數
值或數值無統計，標示
為「-」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O N String

02 統計數值 Item Value 統計數值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產業關聯
統計基本
資料

產業關聯統計
項目

Item of Industry 
Input-Output 
Accounts

產業關聯統計項目
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產業關聯
統計基本
資料

[±][0-
999999999999999](.
[0-999])或[--,…,-]

可能有0~3位小數，另數
值無意義，標示為
「--」，數值尚未發布
，標示為「...」，無數
值或數值無統計，標示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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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典

13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3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4 戶 Household 以戶為單位之戶數 O N String [0-99999999]+.[0-9]

05 宅 Housing unit 以宅為單位之宅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6 歲 Age Years O N String [0-99999999]+.[0-9]

07 性比例 Sex ratio 性比例 O N String [0-99999999]+.[0-9]

08 平方公里 square kilometer O N String [0-99999999]+.[0-9]

09 O N String

10 O N String [0-99999999]+.[0-9]

資料型
別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統計期_年 Time Period_Year 西元年(4位)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表示不陳示數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以歲為單位之年齡
數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以平方公里為單位
之土地面積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人/戶
average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以人/戶為單位之
平均每戶人口數

[0-99999999]+.[00-
99]

人口及住
宅普查基
本資料

人/平方公里 person per square 
kilometer

以人/平方公里為
單位之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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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典

14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Time Period_Year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3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4 公斤 Kg O N String

05 公頃 Ha O N String

06 包 Pack 以包為單位之包數 O N String

07 台 Set 以台為單位之台數 O N String

08 坪 Ping 以坪為單位之坪數 O N String

09 盆 Basin 以盆為單位之盆數 O N String

10 家 Enterprise 以家為單位之家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11 瓶 Bottle Vessel Flask 以瓶為單位之瓶數 O N String

12 歲 Age Years O N String [0-99999999]+.[0-9]

13 箱 Box Carton 以箱為單位之箱數 O N String

14 艘 Vessel 以艘為單位之艘數 O N String

15 Head 以頭為單位之頭數 O N String

16 噸 Tonne O N String

17 千隻 Thousand heads O N String [0-99999999999]

18 千粒 Thousand pieces O N String [0-99999999999]

資料型
別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統計期_年 西元年(4位)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表示不陳示數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公斤為單位之公
斤數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公頃為單位之公
頃數

[0-99999999999]+.
[00-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00-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農林漁牧
業:Household,Enterpri
se,Farm
工業及服務
業:Enterprise,Establi
shment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歲為單位之年齡
數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頭(隻)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噸為單位之噸數 [0-9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千隻為單位之隻
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農林漁牧
業普查基
本資料

以千粒為單位之粒
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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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典

表 10：國富統計資料資料典

15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Time Period_Year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3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4 新臺幣元 NT O N String

05 新臺幣千元 thousand NT O N String

06 百分比 Percent 百分比 O N String

07 家 Enterprise 以家為單位之家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8 平方公尺 Area of land O N String [0-999999999]

09 個 Number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年 西元年(4位)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表示不陳示數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之金額

[-9-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以新臺幣千元為單
位之金額

[-999999999999-
9999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999-99999]+.[0-
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4位；
(D)：不陳示數值以保護
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農林漁牧
業:Household,Enterpri
se,Farm
工業及服務
業:Enterprise,Establi
shment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之土地面積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
基本資料

以股東為單位之股
東數

[0-99999999]+.[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2位；
(D)：不陳示數值以保護
個別資料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Time Period_Year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3 新臺幣元 NT O N String

04 新臺幣兆元 Trillion NT O N String [0-99999999]

資料型
別

國富統計
基本資料 統計期_年 西元年(4位)

國富統計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國富統計
基本資料

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之金額

[-9-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國富統計
基本資料

以新臺幣兆元為單
位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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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典

16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Time Period_Year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YMM O N String [0000-9999][01-12]

03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4 O N String [000-999][01-12]

05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6 千人 Thousand persons O N String [0-99999999]

07 百分比 Percent 百分比 O N String

08 小時 Hours O N String [0-99]+.[0-99]

09 月 Months 以月為單位之時數 O N String [0-99999999]+.[0-9]

10 週 Weeks 以週為單位之週數 O N String

11 項 Number 使用方法之數量 0 N String [0-99]+.[0-99]

資料型
別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統計期_年 西元年(4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統計期_年月 西元年月(年4位月
2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月

Time Period_YYYMM 
ROC

民國年月(年3位月
2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以千人為單位之人
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9999999-
9999999]+.[0-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4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以小時為單位之時
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2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0-99999999]+.[0-
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4位

人力資源
調查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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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資料典

表 13：綠色國民所得統計資料典

17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綠色國民所得項目 Item of Green GDP O N String

02 Time Period_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3 統計數值 Item Value 統計數值 O N String

資料型
別

綠色國民
所得統計
基本資料

綠色國民所得項目
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綠色國民
所得統計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綠色國民
所得統計
基本資料

[±][0-
999999999999999](.
[0-999])或[--,…,-]

可能有0~3位小數，另數
值無意義，標示為
「--」，數值尚未發布
，標示為「…」，無數
值或數值無統計，標示
為「-」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Time Period_Year O N String [0000-9999]

02 Time Period_YYYYMM O N String [0000-9999][01-12]

03 Time Period YYY ROC O N String [000-999]

04 O N String [000-999][01-12]

05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6 人次 Person-time O N String [0-9999999]

07 百分比 Percent 百分比 O N String

08 小時 Hours O N String

09 月 Months 以月為單位之時數 O N String [0-99999999]+.[0-9]

10 新臺幣元 NT O N String

11 職缺個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資料型
別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年 西元年(4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年月 西元年月(年4位月
2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民國年(3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統計期_民國年
月

Time Period YYYMM 
ROC

民國年月(年3位月
2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以人次為單位之人
次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9999999-
9999999]+.[0-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4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以小時為單位之時
數

[0-9999]+.[0-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2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之金額

[-9-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2位

受僱員工
薪資調查
基本資料

Number of job 
vacancies

以個為單位之職缺
數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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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家庭收支統計資料典

18

項次 類別 中文屬性名稱 英文屬性名稱 資料說明 必要性 發生次數 值域 附註

01 家庭收支統計項目 O N String

02 Time Period_Year 西元年統計期 O N String [0000-9999]

03 新臺幣元 NT O N String

04 新臺幣億元 NT100million O N Number

05 人 Person 以人為單位之人數 O N String [0-99999999]

06 戶 Household 以戶為單位之戶數 O N String [0-99999999]+.[0-9]

07 O N String

08 百分比 Percent 百分比 O N String

09 倍 Multiple 以倍為單位之倍數 O N Number [0-99].[00-99]

10 坪 Ping 以坪為單位之坪數 O N String

11 每百戶擁有數 O N Number

12 吉尼係數 O N Number

資料型
別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Item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tatistics

家庭收支統計項目
名稱

描述資料集內容之統計
項目名稱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統計期_年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之金額

[-9-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不陳示數值以保
護個別資料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以新臺幣億元為單
位之金額

[0000000000-
999999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D)：表示不陳示數值
以保護個別資料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人/戶 Average population 
per household

以人/戶為單位之
平均每戶人口數

[0-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999-99999]+.[0-
99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小數位可能為1~4位；
(D)：不陳示數值以保護
個別資料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0-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Average No. per 
hundred households

以台,輛,份為單位
之每百戶擁有數

[0-99999999].[00-
99] -：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家庭收支
統計基本
資料

Gini’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表示所得分配不均
程度，其值應在「
0」與「1」之間。

[0].[000-999] – 
[1].[000]

取至小數第3位；-：無
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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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編碼規則
本標準之編碼轉換規定依循 XML Schema之訂定原則，應用綱要為概念

層次之規定，實質之資料流通須經資料編碼，本標準僅提供資料標準欄位

定義及說明，未提供相關編碼規則，各項資料集之內容與資料典，可能因

業務異動及其他需求持續進行調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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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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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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附錄

附錄 1 行業統計分類第 11次修正之行業名稱及定義

行業統計分類頁數眾多，僅提供網址連結如下：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6641&ctNode=1309&mp=4

附錄2 職業標準分類第 6次修訂之分類系統

職業標準分類頁數眾多，僅提供網址連結如下：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26132&ctNode=1310&mp=4

21

第49頁


	壹、 目的
	貳、 範圍
	參、 應用場合及使用限制
	肆、 引用標準
	伍、 專有名詞
	一、 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二、 躉售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
	三、 進出口物價指數(Import and Export Price Indices)
	四、 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五、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onstruction Cost Index)
	六、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七、 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 NI)
	八、 經濟成長率(Economic Growth Rate)
	九、 平減價格指數(Implicit Price Deflator)
	十、 投入係數(Input Coefficients)
	十一、 關聯程度係數(Impact Coefficients)
	十二、 向前關聯效果與感應度(Forward Linkage Effects & Sensitivity of Dispersion)
	十三、 向後關聯效果與影響度(Backward Linkage Effects & Power of Dispersion)
	十四、 行業統計分類(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十五、 職業標準分類(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十六、 就業、失業統計(Labor Force)
	十七、 薪資及生產力統計(Earnings and Productivity)
	十八、 農林漁牧業普查(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y and Animal Husbandry Census)
	十九、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Industry and Service Census)
	二十、 人口及住宅普查(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二十一、 國富統計(National Wealth Statistics)
	二十二、 人力運用調查(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二十三、 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Turnover, Employee’s Movement, Job Vacancy and Employment Status Survey)
	二十四、 可支配所得差距倍數(Ratio of disposable income share of highest 20% to that of lowest 20%)
	二十五、 吉尼係數(Gini’s concentration coefficient)
	二十六、 家庭收支(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二十七、 家庭消費支出(Fam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二十八、 家庭設備普及率(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with household equipment and appliances)
	二十九、 Schema
	三十、 W3C

	陸、 特性分析
	柒、 應用綱要
	捌、 資料典
	表6：產業關聯統計資料典
	表7：人口及住宅普查資料典
	表8：農林漁牧業普查資料典
	表9：工業及服務業普查資料典
	表10：國富統計資料資料典
	表11：人力資源調查資料典
	表14：家庭收支統計資料典

	玖、 編碼規則
	拾、 標準訂定單位及維護權責
	拾壹、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