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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總處 
公務預算處、基金預算處 台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電話：(02)335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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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6年12月13日下午6時發布，並透過網際網路同步發送 

主辦單位： 綜合統計處 

新聞聯繫人： 物價統計科 曹志弘科長 電話：(02)2380-3449 

 

 

 產業關聯科 江心怡科長 電話：(02)2380-3504 

物價指數基期改編、供給使用表增編及GDP概估統計發布內容調整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民所得統計評審會專案審查會議於本(13)日下午 2 點

30 分召開，審議 105 年基期各種物價指數改編作業、按年編布供給使用表

(SUTs)與調整 GDP 概估統計發布內容等案。主要結果如次： 

壹、105年基期物價指數修訂說明 

為反映國內消費型態及經濟結構變遷，本總處編布之消費者、躉售

等物價指數援例每 5 年進行基期改編，修訂分類架構、檢討查價項目及

更新權數結構，以維持指數之代表性及敏感度。主要修訂內容如下： 

ㄧ、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一)鑑於國內經濟型態與消費結構的快速變化，CPI項目權數結構之檢討

修訂自本(105年)基期起，由每5年改為按年變更權數，因應檢討頻度

大幅縮短，經參酌國際勞工組織(ILO)建議及主要國家作法，並就國

內相關資料深入研析後，相關修訂作業之主要參考資料將由家庭收支

調查改為國民所得(NI)家庭消費。 

 (二)105年基期修訂結果： 

1.基本分類及查價項目：基本

分類維持7大類，並細分40個

中類及62個小類，查價項目

由100年基期370個項目群整

併為368個。 

2.權數修訂結果詳右表 

新 聞 稿 

 

 
105年 

權數(％) 
較100年增
減(百分點) 

變動較大類別 

總指數 100.0 －  

一.食物類 23.7 -1.5 
外食費-2.3個百分點； 

蔬菜-0.5個百分點 

二.衣著類 4.6 0.8 成衣+0.4個百分點 

三.居住類 22.7 -4.3 房租-3.6個百分點 

四.交通及通訊類 15.3 0.1 
交通工具+1.3個百分點； 

油料費-0.9個百分點 

五.醫藥保健類 4.3 -0.1 醫療費用-0.8個百分點 

六.教養娛樂類 14.7 -2.1 教養費用-3.2個百分點 

七.雜項類 14.7 7.1 
人身保險+3.9個百分點； 

個人用品+1.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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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併購買頻度別分類 

CPI按購買頻度別分類，原分為「每月」、「每季」、「每半年」、

「每年」至少購買1次及「1年以上購買1次」5種頻度；考量後3類均

屬頻度較低之購買型態，再予細分效益有限，經檢討整併後，本基期

區分為「每月」、「每季」至少購買1次及「每季購買不到1次」3種。 

二、躉售物價指數(WPI) 

(一)105年基期修訂結果(見附表) 

1.基本分類及查價項目：參考我國最新版行業標準分類及工業產品分類

加以檢討後，基本分類4大類維持不變，下分30中類(較100年基期減1

類)，81小類(減4類)，96細類(減2類)；查價項目由100年基期1,142項

整併為1,117項。 

2.權數修訂結果 

(1)進口品、出口品及國產內銷品權數分別為31.92％、40.04％及

28.04％，分別較100年減1.49、增3.25及減1.76個百分點。 

(2)在4大類中，以「製造業產品」占89.9％居首，較100年增2.2個百分點，

「土石及礦產品」占3.9％，減2.9個百分點，另「農林漁牧業產品」

占3.2％、「水電燃氣類」占3.1％。 

(3)製造業產品21個中類中，權數上升者17類，其中「電子零組件」及「機

械設備」分別提高4.5及1.4個百分點；權數下降者4類，其中「基本金

屬」及「石油及煤製品」分別減2.4及2.0個百分點。 

(二)鑑於產業結構與產品更迭快速，為更適切反映國內產銷情勢變遷，提

升WPI統計之代表性，經參考國際作法，自本基期起，WPI基期改編

時距由每5年縮短為2-3年，除現行民國年尾數0及5之基期外，另增尾

數3及8年份進行基期改編作業。 

(三) 另自105年基期起，進出口物價統計涉及外幣報價部分，以及美元與

新台幣匯率之轉換，將依最新聯合國《國際商品貿易統計概念及定義

》與IMF《進出口物價指數手冊》等國際規範建議，採買賣匯率中間

點為單一折算基礎。 

三、指數發布及銜接 

各項物價指數以 106 年 12 月為銜接點，107 年 1 月(107 年 2 月 6

日發布)起採用 105 年為基期；歷史資料回溯銜接部分，各分類之內涵

依新基期架構修訂，惟權數及進、出口物價之匯率折算仍維持原有結構

及方式不予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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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按年編布SUTs表暨調整GDP概估統計發布內容 

一、按年編布供給使用表(SUTs) 

SUTs(Supply and Use tables)為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SNA 的核心帳表

之一，可用來檢視整個經濟體中各產品的來源及流向，並藉由供需平衡

的方法檢核不同來源的統計資料，使國民所得帳中的生產面、支出面及

所得面調和一致；近年 OECD、WTO、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戮力

推動 SUTs 編製作業，以強化國民所得帳編算品質外，更以各國 SUTs

為基礎資料建構國際投入產出表，俾利拆解跨國產銷交易，按附加價值

衡量貿易實況。 

為強化國民所得統計編算品質，精進產業關聯統計應用價值，並接

軌國際經貿統計趨勢，我國產業關聯統計將於基準年增編 SUTs表(包括

供給表以及購買者價格、生產者價格、國產品、進口品，等 4張使用表)，

非基準年則以按年發布 SUTs 年表(供給表及購買者價格使用表)，取代

現行之購買者價格交易年表。本項作業預計於 108 年 11 月併同 108 年

國民所得五年修正結果及 105年產業關聯基本表，首次發布 105年 SUTs

表。 

二、調整 GDP 概估統計發布內容 

為提升 GDP 統計之時效性，本總處自民國 100 年 1 月起，於每季

季終後第 1 個月月底(1、4、7、10 月底)，發布經濟成長率、支出面各項目，

與生產面 9 個主要業別之實質成長率概估統計(advance estimate)。 

因 GDP 概估統計係為即時陳示景氣概況，行業別資料之應用原非

主要目的，加以僅發布部分大業，且於次月(2、5、8、11 月)之初步統

計即可取得完整統計結果，致行業別概估統計應用效能受限。觀察主要

國家 GDP 概估統計發布內容，亦多以單面(生產面或支出面)為主。 

鑑於供給使用年表(SUTs)編製之新增業務，有限人力須因應調整，

經考量資源運用效率後，將自明(107)年 1 月起調整 GDP 概估統計發布

內容，仍維持經濟成長率及支出面各項目實質成長率，惟取消發布生產

面主要業別實質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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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分點

105年① 100年② ①-②
WPI 100.000 100.000 -                         

一 .農林漁牧業產品 3.165 2.846 0.320

二 .土石及礦產品 3.862 6.810 -2.948

三 .製造業產品 89.877 87.663 2.214

　1.食品及飼品 2.793 2.359 0.434

　2.飲料 0.702 0.511 0.191

　3.菸類 0.310 0.224 0.086

　4.紡織品 1.851 1.840 0.010

　5.成衣及服飾品 0.464 0.347 0.116

　6.皮革及其製品 0.447 0.383 0.065

　7.木竹製品 0.211 0.179 0.032

　8.紙漿、紙、紙製品及印刷品 1.456 1.394 0.062

　9.石油及煤製品 4.404 6.420 -2.016

　10.化學材料及其製品與藥品 12.731 14.634 -1.903

　11.橡膠及塑膠製品 2.449 2.398 0.051

　12.非金屬礦物製品 1.658 1.984 -0.325

　13.基本金屬 5.739 8.093 -2.354

　14.金屬製品 3.999 3.913 0.086

　15.電子零組件 27.517 22.987 4.531

　16.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 7.044 6.550 0.494

　17.電力設備及配備 2.887 2.716 0.171

　18.機械設備 7.389 6.023 1.367

　19.運輸工具及零件 4.366 3.597 0.769

　20.家具及裝設品 0.523 0.396 0.128

　21.雜項工業製品 0.936 0.718 0.219

四 .水電燃氣 3.096 2.682 0.415

105年基本分類
權數

附表  WPI新舊基期權數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