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
各類用語

料

說

明

說

明

氣候

資料來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

人口

資料來源：「人口統計年刊」，內政部戶政司
「內政統計月報」，內政部統計處
統計數字包括臺閩地區

初婚率

指某一特定期間初婚之新郎(新娘)人數對同一期間之期中可婚之未婚男性(女性)人口數的比率。

再婚率

某年或某一特定期間再婚之新郎(新娘)人數對同一期期中之離婚及喪偶男性(女性)人口比率。

扶養比

［（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100。

老化指數

（65 歲以上人口／0～14 歲人口）×100。

一般生育率

一年內每一千位育齡婦女之平均活產數，而不論其已婚或未婚，即(一年內之活產總數／15～49 歲育齡婦
女年中人口數)×1000。
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女按照目前的年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之下，渡過其生育年齡期間以
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數或生育率。

總生育率
毛繁殖率

係指一年內所生之活女嬰數對年中育齡婦女人數之比率。

淨繁殖率

當現今的生育率及死亡率保持不變的情況下，一群同年出生之女嬰成長至其育齡結束時所生產的活產女
嬰數。

人力資源

不包含軍人及監獄受刑人。
資料來源：「人力資源統計月報」，行政院主計總處
「薪資與生產力統計月報」，行政院主計總處
「職業訓練、技能檢定及就業服務統計速報」，勞動力發展署
「勞動統計月報」，勞動部

就業人口

於資料標準週內，年滿 15 歲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工作在 15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失業人口

於資料標準週內，年滿 15 歲同時具有無工作、隨時可以工作及正在尋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者。
此外尚包括等待恢復工作者及已找到職業而未開始工作亦無報酬者。

非勞動力

於資料標準週內，不屬於勞動力之年滿 15 歲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料理家務、衰老殘障、想工作而未
找工作及其他原因等而未工作亦未找工作者。

受僱員工薪資

包括經常性薪資、加班費及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員工退出率

（當月退出之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受僱員工總人數）×100。

員工進入率

（當月進入之受僱員工人數／上月受僱員工總人數）×100。

勞動生產力指數

勞動生產力係指在單位時間內，每一勞工所能生產之產量。此項指數可衡量勞動生產力之變動趨勢。

教育、科技及
文化

資料來源：「教育統計」、「教育統計指標」，教育部統計處
「智慧財產年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科學技術統計要覽」，科技部
「文化統計」，文化部
「家庭收支調查報告」，行政院主計總處
「內政統計提要」，內政部統計處

初等教育

國小教育。

中等教育

國中（初中）、高中、高職及五專前三年。

高等教育

指大專以上教育，包括專科學校（不含五專前三年）、獨立學院及大學（含研究所）。

國小教育淨在學率 6 至 11 歲國小（含特教及補校）學生人數 / 6 至 11 歲人口數×100％。
中等教育淨在學率 12 至 17 歲國中高中職（含特教、補校、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學校）及五專前三年學生人數 / 12 至 17
歲人口數×100％。
、空大、大專進修學校及宗教研修學院）學
高等教育淨在學率 18 至 21 歲大專（含研究所、大學、專科（不含五專前三年）
生人數 / 18 至 21 歲人口數×100％。
國小教育粗在學率 國小（含特教及補校）學生人數 / 6 至 11 歲人口數×100％。
中等教育粗在學率 國中高中高職（含特教、補校、實用技能學程及進修學校） 及五專前三年學生人數 / 12 至 17 歲人口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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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粗在學率 大專（不含空大、大專進修學校、五專前三年及研究所）學生人數 / 18 至 21 歲人口數×100％。
公立公共圖書
館
衛生及環境

供一般民眾使用之公立圖書館數，不包括各級學校圖書館、學術機構及專門機構之專門圖書館。
資料來源：「衛生統計」，衛生福利部
「環保統計月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其他資料來源包括台灣電力公司、臺灣自來水公司、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法定傳染病

傳染病防治法所稱傳染病如下：
第一類：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狂犬病、H5N1 流感。
第二類：白喉、傷寒、登革熱、登革出血熱/登革休克症候群、流行性腦脊髓膜炎、副傷寒、小兒麻痺症、
急性無力肢體麻痺、桿菌性痢疾、阿米巴性痢疾、瘧疾、麻疹、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腸道出
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症、漢他病毒症候群、霍亂、德國麻疹、多重抗藥性結核病、屈公病、西尼
羅熱、流行性斑疹傷寒、炭疽病。
第三類：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結核病、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急性病毒性肝炎(除 A 型外)、
流行性腮腺炎、退伍軍人病、侵襲性 b 型嗜血桿菌感染症、梅毒、淋病、新生兒破傷風、腸病
毒感染併發重症、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漢生病。
第四類：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生或施行防治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第五類：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流行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有依傳染病防治法
建立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

空氣污染指標
(PSI)

依據監測站當日空氣中 PM10（不包括粒徑 10 微米以上粗粒之懸浮微粒）測值、二氧化硫、二氧化氮、一
氧化碳及臭氧濃度等數值換算出空氣污染副指標值，再以當日最大值之副指標值為 PSI。PSI 值在 100
以下者即表示該測站當日空氣品質符合美國環境空氣品質標準中之短期平均值，大於 100 則對健康有不
良影響。

公共安全

資料來源：「警政統計月報」，內政部警政署

道路交通事故

指車輛或動力機械在道路上行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車輛、動力機械、財物損壞之事故。

暴力犯罪

包括故意殺人、強盜、搶奪、擄人勒贖、重大恐嚇取財、強制性交及重傷害。

社會福利

資料來源：「公教人員保險統計」，臺灣銀行公教保險部
「統計月報」，勞動部勞工保險局
其他資料來源包括衛生福利部統計處。

社會保險

政府為謀求本國民生活安定，補償其因疾病、失業、職業傷害、殘廢及老年等事故情形所遭受之經濟損
失，而特別設立的一種權利義務對等之保險制度。依參加保險人員之身分及內容，包括全民健康保險、
公教人員保險、勞工保險及農民保險等。

低收入戶

依社會救助法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
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年度一定金額者。

殘障人口
國民經濟
國民所得毛額
(GNI)

指領有殘障手冊者。
資料來源：「國民所得統計年報」，行政院主計總處
係本國常住居民在國內及國外提供要素之生產結果；GNI=GDP+國外要素所得收入淨額。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為某一期間本國及非本國常住居民提供要素在國內從事生產所創造之附加價值。
(GDP)
經濟成長率

指某一期間之某國實質國內生產毛額之增加率。

儲蓄率

指國民儲蓄毛額對國民所得毛額之比率。

淨儲蓄率

指國民儲蓄淨額對國民所得之比率。

工業

資料來源：「工業生產統計月報」，經濟部統計處
「能源統計月報」，經濟部能源局
「營建統計」，內政部營建署

商業及對外貿易

資料來源：「進出口貿易統計月報」，財政部統計處

進出口貿易值

包括進口與出口。出口貨物以通關放行裝船（機）離岸日為統計時間，以離岸價格(F.O.B.)計價；進口貨
物經辦妥通關手續，或存入保稅關棧之貨物，以其提出關棧報運進口放行日為統計時間，以起岸價格
(C.I.F.)計價。出口國別係以出口貨物之出口商所申報之運銷地分列，其運銷地有數處得隨時變更者，以
最終之運銷地為準；進口國別則係按原產國別分列。

純貿易條件

為出口單價對進口單價之比，即本國貨品出口一單位能換回進口外國貨品單位數之指數。

所得貿易條件

以純貿易條件乘該期出口量指數而得，即為出口所獲外匯可供購買多少數量進口品之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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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統計月報」，交通部統計處
「統計資料」，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

延人公里

指於某特定時間內，鐵、公路客運運輸所運送旅客運程之總和，或每架次飛機所載運之旅客人數與其航
行里程乘積之和。可用以推估該時間內之客運收入。

延噸公里

指於某特定時間內，鐵路、公路、航空貨運運輸所運送貨物之重量與其運程乘積之和。可用以推估該時
間內之貨運收入。

延日存倉量

指倉棧在某一時期內，每日存倉貨物噸量之累積和。即貨物存倉噸數與存倉日數之乘積和。

財政金融

資料來源：「財政統計月報」，財政部統計處
「金融統計月報」，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國際收支平衡表季報」，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全體貨幣機構

指中央銀行及其他貨幣機構（包括本國銀行、外國及大陸銀行在台分行、信用合作社、農漁會信用部、
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及貨幣市場共同基金）。

存款貨幣

指企業及個人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支票存款、活期存款及活期儲蓄存款。

準貨幣

指企業及個人在其他貨幣機構之定期存款（包括一般定存及可轉讓定期存單）
、定期儲蓄存款、外匯存款
（包括外匯活期存款及外匯定期存款）以及中華郵政公司儲匯處之郵政儲金總數（含劃撥儲金、存簿儲
金及定期儲金）；自民國 83 年 1 月起尚包括企業及個人持有上列機構之附買回交易餘額與外國人持有之
新台幣存款（含活期性及定期性）
。自 93 年 10 月起包括貨幣市場共同基金。但不含銀行承做結構型商品
所收本金。

準備貨幣

包括其他貨幣機構之準備金及社會大眾持有的通貨 2 項，2 者均係中央銀行之貨幣性負債，為創造貨幣
供給量的基礎。

貨幣總計數 M1A

＝通貨淨額+企業及個人（含非營利團體）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支票存款及活期存款。

貨幣總計數 M1B

＝通貨淨額＋存款貨幣，或
＝M1A＋個人（含非營利團體）在其他貨幣機構之活期儲蓄存款。

貨幣總計數 M2

＝M1B＋準貨幣。

流動性負債

包括全體金融機構以外各部門持有通貨，全體金融機構收受企業及個人之各種存款與信託資金，保險業
提列之人壽保險準備，以及企業及個人持有之金融債券、央行發行之國庫券與儲蓄券。自民國 83 年 1 月
資料起，尚加計企業及個人持有上列機構之附買回交易餘額與外國人持有之新台幣存款。自 93 年 10 月
資料起包括貨幣市場共同基金。
資料來源：「物價統計月報」，行政院主計總處

物價
躉售物價

指企業間相互交易之國內生產物品出廠價格及進出口物品之價格，以反映生產廠商出售原材料、半成品
及製成品等價格變動情形。

消費者物價

以臺灣地區（包括都市及鄉村）為範圍所編製之零售物價指數，藉以衡量臺灣地區一般家庭為消費需要
所購買之商品與勞務價格水準之變動狀況。

進口及出口物價

以臺灣地區進出口商品為查價範圍，藉以衡量進出口商品價格水準之變動情形。

國際資料

資料來源：「主要經濟指標」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國際金融統計月報」，國際貨幣基金(IMF)
「中國統計年鑑」，中國大陸統計局
「日本統計月報」，日本總務省統計局
「韓國統計月報」，韓國統計廳
「香港統計月刊」，香港政府統計處
「新加坡統計月報」，新加坡統計局
「我國與十六個主要貿易對手通貨對美元之匯率」
，中央銀行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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