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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 

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14日新北市政府新北府主公統字第 1110259218號函修正 

一、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各機關應辦統計之權責與分工更臻明

確，避免統計業務重複或遺漏，依統計法及各級政府及中央各機關統計範

圍劃分方案之規定，訂定本方案。 

二、本府各機關之統計範圍劃分（以下簡稱統計範圍劃分），由本府主計處（以

下簡稱主計處）定之。 

三、統計範圍劃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府應辦理之統計，應依其法定職掌及業管權責由直接關係之各機

關辦理；如涉及兩個以上之業務關係機關之統計，依其主管業務範

圍分別辦理。 

（二）無法明確劃分直接關係機關之統計項目，依中央所定方案中辦理該

統計項目之中央機關主管業務性質，並邀集有關機關共同商定。 

（三）屬基本國勢調查統計者，由主計處及相關業管機關共同辦理。 

四、統計範圍劃分之分類方式如下： 

（一）本方案之分類系統以大、中、小、細類及統計項目等五個層級進行

分類。 

（二）大類、中類參考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機

構共同訂定之統計活動分類。 

（三）小類及細類依本府各機關法定職掌、業務重要性、統計工作現況、

現行法規及行業標準分類。 

（四）統計項目採概括方式陳示。 

（五）各機關應辦理之共同性統計項目，將其列示於最末 309中類「其他

統計」之 3091小類「各機關共同性統計」。 

五、統計範圍劃分之編碼原則如下： 

（一）大、中、小、細類及統計項目等五個層級採用數字編碼，大、中、

小及細類均以接續上一層位數之編碼方式陳示，其中大類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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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中類為三位碼、小類為四位碼及細類為五位碼；另統計項目採

二位數編碼。 

（二）各中、小類下僅含單一小、細類者，小、細類末位數編碼以「0」

表示，類別名稱與所屬中、小類相同。 

（三）各細類如僅含單一個統計項目，該統計項目之二位數編碼以「00」

表示。 

（四）各中、小及細類之「其他」項末位數編碼均以「9」表示。 

（五）依業務需求自行增訂之統計項目，其編碼自「51」起依序編列。 

（六）統計項目之「其他」項編碼以「90」表示。 

六、本府應辦統計範圍如附表一。 

七、統計範圍劃分以最小層級之統計項目為業務劃分依據。 

前項統計項目，應依業務職掌明列辦理機關，不列彙編機關。 

八、統計範圍劃分之各分類、編碼、統計項目及其辦理機關如附表二。 

九、主計處應配合中央各機關及本府各機關業務調整之需要，適時檢討本方案

之分類架構及統計項目，經與各相關機關共同商定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並將修正規定以電子書方式刊登於網際網路。 



附表一

大類名稱 小類及細類

101 人口統計 人口普查等五小類及八細類

102 遷移統計 國內遷徙統計等二小類及二細類

103 勞工統計 人力資源統計等八小類及二十二細類

104 教育統計 學生統計等七小類及十一細類

105 衛生統計 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統計等七小類及十五細類

106 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 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等一小類及一細類

107 社會保障統計 社會保險統計等五小類及十一細類

108 住宅統計 住宅普查等四小類及九細類

109 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警政統計等四小類及十七細類

110 文化及體育統計 文化資源統計等七小類及十五細類

111 政治及其他社群活動統計 政治參與統計等五小類及十細類

112 環境統計 大氣與氣候統計等七小類及二十七細類

119 其他社會統計 社會指標編製等八小類及八細類

201 國民經濟統計◎

202 工商管理及營運統計 工商管理統計等二小類及七細類

203 農林漁牧統計 農林漁牧業普查等六小類及十九細類

204 水電燃氣統計 能源統計等四小類及四細類

205 採礦、製造、營造業及建築統計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統計等三小類及十二細類

206 運輸及倉儲統計 軌道運輸統計等五小類及十一細類

207 觀光統計 觀光統計等一小類及四細類

208 金融及保險統計 金融中介統計等二小類及二細類

209 財政統計 財政統計等一小類及六細類

210 國際貿易及收支統計◎

211 物價統計 消費者物價指數編製等二小類及二細類

212 科技及創新統計 科技及創新人力統計等四小類及四細類

213 資訊及電信統計 資訊統計等一小類及三細類

214 批發、零售及餐飲統計 批發及零售業統計等二小類及四細類

219 其他經濟統計 不動產業統計等五小類及十三細類

301 國務統計◎

302 行政統計 客家事務統計等五小類及十一細類

303 立法統計◎

304 考試及公務人員統計 公務人員統計等一小類及六細類

305 監察及審計統計◎

309 其他統計 各機關共同性統計等二小類及二細類

註：◎係指該中類全由中央政府各機關辦理之全國一致性統計，不列入本方案。

中類名稱

1.人口、環境

及社會統計

2.經濟統計

3.一般政務及

其他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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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

1 人口、環境及社會統計
101 人口統計

1011 人口普查
10110 人口普查

00 人口之普查 主計處

民政局
1012 人口靜態統計

10121 人口地理分布統計
00 人口地理分布之統計 民政局

10122 人口特徵統計
00 人口特徵之統計 民政局

1013 生命統計
10131 出生統計

01 出生嬰兒之統計 民政局
02 出生率之統計 民政局

10132 死亡統計
01 死亡人數之統計 民政局
02 死亡率之統計 民政局

10139 其他生命統計
01 毛繁殖率及淨繁殖率之統計 民政局
02 育齡婦女生育率之統計 民政局

1014 婚姻統計
10140 婚姻統計

01 結婚對數之統計 民政局
02 結婚率之統計 民政局
03 離婚對數之統計 民政局
04 離婚率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婚姻之統計 民政局

1019 其他人口統計
10190 其他人口統計

01 失蹤人口之統計 警察局
02 戶籍登記、戶口校正之統計 民政局
03 收養、認領之統計 民政局
04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統計 民政局
05 監護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有關人口之統計 民政局

其他機關
102 遷移統計

1021 國內遷徙統計
10210 國內遷徙統計

00 國內遷徙之統計 民政局
1029 其他遷移統計

10290 其他遷移統計
00 其他遷移之統計 民政局

103 勞工統計
1031 人力資源統計

各類統計項目辦理機關表

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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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10311 勞動力統計
01 勞動力個人特徵之統計 主計處
02 勞動力參與率之統計 主計處
03 人力運用之統計 主計處
90 其他勞動力之統計 主計處

10312 就業統計
01 就業者之統計 主計處
02 就業率之統計 主計處
03 轉業就業者之統計 主計處
04 婦女婚育與就業之統計 主計處
90 其他就業之統計 主計處

10313 失業統計
01 失業者之統計 主計處
02 失業率之統計 主計處
90 其他失業之統計 主計處

10314 非勞動力統計
00 非勞動力之統計 主計處

10319 其他人力資源統計
01 勞動需求之統計 勞工局
02 勞動力遷徙之統計 主計處
90 其他有關人力資源之統計 主計處

1032 受僱員工統計
10321 受僱員工人數統計

00 受僱員工人數之統計 主計處
10322 員工進退統計

01 受僱員工進退狀況之統計 主計處
02 受僱員工動向之統計 主計處
03 勞工退休人數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員工進退之統計 勞工局

10323 工時統計
01 受僱員工工時之統計 主計處
02 勞動工時指數之編製 主計處

10324 薪資統計
01 受僱員工平均薪資之統計 主計處
02 平均薪資指數之編製 主計處
03 單位產出勞動成本指數之編製 主計處
04 職類別薪資之統計 勞工局
05 初任人員薪資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薪資之統計 勞工局

1034 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統計
10341 職業訓練統計

01 職業訓練機構及人數之統計 勞工局
02 受訓學員之統計 勞工局
03 職業訓練需求之統計 勞工局
04 各職類職業訓練之統計 勞工局
05 職業訓練結訓學員就業追蹤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職業訓練之統計 勞工局

10342 技能檢定及競賽統計
01 技能檢定之統計 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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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2 技能競賽之統計 勞工局
10343 就業服務統計

01 就業服務之求職、求才及推介就業人數之統

計

勞工局

02 求職者未能就業及求才機會未能補實原因之

統計

勞工局

03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者就業服務概況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就業服務之統計 勞工局

1035 勞動關係統計
10350 勞動關係統計

01 團體協約及勞資會議之統計 勞工局
02 勞資爭議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動關係之統計 勞工局

1036 勞動條件統計
10361 勞動條件統計

01 適用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數及勞工人數之統

計

勞工局

02 符合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動條件之統計 勞工局
03 部分時間工作者及特定族群工作者勞動條件

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動條件之統計 勞工局
10362 勞工權益提撥款運用統計

01 勞工退休金之統計 勞工局
02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統計 勞工局
03 就業安定基金概況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工權益提撥款運用之統計 勞工局

1037 勞工福利統計
10370 勞工福利統計

01 職工福利之統計 勞工局
02 勞工教育之統計 勞工局
03 勞工輔導之統計 勞工局
04 事業單位提撥勞工教育經費之統計 勞工局
05 勞工對職業生涯期望之統計 勞工局
06 勞工諮詢服務之統計 勞工局
07 勞工育樂中心服務之統計 勞工局
08 勞工生活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工福利之統計 勞工局

1038 職業安全衛生及檢查統計
10381 職業安全衛生環境統計

01 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令事業單位及勞工之統

計

勞工局

02 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人員之統

計

勞工局

03 工作環境職業安全衛生狀況之統計 勞工局
04 事業單位實施員工健康檢查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環境之統計 勞工局

10382 職業安全衛生推廣統計
01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訓練之統計 勞工局
02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之統計 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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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90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推廣之統計 勞工局
10383 職業災害統計

01 職業災害人數之統計 勞工局
02 職業災害千人率之統計 勞工局
03 職業災害損失之統計 勞工局
04 職業災害頻度及強度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職業災害之統計 勞工局

10384 勞動檢查統計
01 違反勞動法令處分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動檢查之統計 勞工局

1039 其他勞工統計
10391 外籍工作者統計

01 外籍工作者管理與運用之統計 勞工局
02 來台工作外籍專業人員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外籍工作者之統計 勞工局

10399 未分類其他勞工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勞工之統計 勞工局

104 教育統計
1041 學生統計

10411 學生人數統計
01 學生及畢業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2 大專院校、研究所學生人數及獲得學位人數

之統計

教育局

03 外籍學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4 留學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5 僑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學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10412 學生就學狀況統計
01 學生就學機會率、升學率、在學率及錄取率

之統計

教育局

02 學生出、缺席之統計 教育局
03 延修生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4 學生輟學、休退學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5 學齡兒童失學狀況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學生就學狀況之統計 教育局

10413 學生生活狀況統計
00 學生生活狀況之統計 教育局

10414 畢業生升學就業統計
00 畢業生升學就業之統計 教育局

10419 其他學生統計
01 招生狀況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有關學生之統計 教育局

1042 教職員數統計
10420 教職員數統計

01 教師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2 外籍教師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3 教師暫時停職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4 教師進修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5 學校職員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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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1043 學校校數及設施統計
10430 學校校數及設施統計

01 學校數之統計 教育局
02 校地、校舍面積容量之統計 教育局
03 教室及班級數之統計 教育局
04 教學設備之統計 教育局
05 科系所數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學校校數及設施之統計 教育局

1044 教育經費統計
10440 教育經費統計

01 學校教育經費收支之統計 教育局
02 學校學生單位成本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教育經費之統計 教育局

1045 學生體育及健康統計
10450 學生體育及健康統計

01 學生體育競賽之統計 教育局
02 學生體能測驗之統計 教育局
03 學生視力之統計 教育局
04 學生身高體重之統計 教育局
05 學生齲齒之統計 教育局
06 學生傷病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學生體育及健康之統計 教育局

1046 訓育統計
10460 訓育統計

01 學生生活輔導之統計 教育局
02 學校軍訓教育之統計 教育局
03 學生獎懲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訓育之統計 教育局

1049 其他教育統計
10490 其他教育統計

01 教育品質指標之編製 教育局
02 學生獎助學金及助學貸款之統計 教育局
03 校務評鑑之統計 教育局
04 學校附設實用技藝訓練中心之統計 教育局
05 短期補習班經營概況之統計 教育局
06 成人教育之統計 教育局

社會局

原住民族行政局
07 校園案件之統計 教育局
08 學前教育之統計 教育局
09 學校以外教育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教育局
10 教育輔助服務業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有關教育之統計 教育局

105 衛生統計
1051 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統計

10511 醫事機構統計
01 醫療院所家數之統計 衛生局
02 醫療院所病床數及使用情形之統計 衛生局
03 醫療院所醫療儀器設備及使用情形之統計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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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4 救護車之統計 衛生局
05 醫療院所收支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醫事機構之統計 衛生局

10512 醫事人員統計
01 醫事人員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2 執業醫事人員之統計 衛生局

1052 食品及藥物管理統計
10521 食品管理統計

01 食品及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及標示管理之統

計

衛生局

02 食品製造業及輸入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3 餐飲衛生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4 食品稽查、研究及檢驗之統計 衛生局
05 食品危害事件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食品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10522 藥物管理統計
01 藥事機構、人員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2 藥品、化粧品及醫療器材查驗登記及審查之

統計

衛生局

03 管制藥品證照及流通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4 藥物濫用監測及危害防制之統計 衛生局
05 藥害監測及救濟之統計 衛生局
06 藥品、化粧品及醫療器材稽查、研究及檢驗

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藥物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1053 疾患統計

10531 疾患診療統計
01 醫療院所患者之統計 衛生局
02 醫療院所門診及住院人數之統計 衛生局
03 醫療院所門診及住院件數之統計 衛生局
04 醫療院所門診及住院醫療費用之統計 衛生局
05 重大傷病醫療之統計 衛生局
06 職業傷害疾病之統計 勞工局
07 成癮治療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疾患診療之統計 衛生局

10532 死因統計
00 死因之統計 衛生局

1054 疫病預防統計
10540 疫病預防統計

01 疫病防治之統計 衛生局
02 預防接種人數之統計 衛生局
03 生物製劑製品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04 傳染病病例之統計 衛生局
05 檢疫之統計 衛生局
06 外籍人士健康管理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疫病預防之統計 衛生局

1055 國民健康統計
10551 非傳染病防治統計

01 癌症發生與篩檢之統計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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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2 慢性病防治之統計 衛生局
03 心理健康促進及精神疾病防治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非傳染病防治之統計 衛生局

10552 婦幼健康統計
01 婦幼保健之統計 衛生局
02 孕產婦、胎兒及嬰兒健康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婦幼健康之統計 衛生局

10553 社區健康統計
01 國民營養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社區健康之統計 衛生局

10554 菸害防治統計
00 菸害防治之統計 衛生局

10555 口腔健康統計
00 口腔健康之統計 衛生局

10559 其他國民健康統計
01 健康平均餘命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有關國民健康之統計 衛生局

1057 醫療保健支出統計
10570 醫療保健支出統計

00 醫療保健支出之統計 衛生局
1059 其他衛生統計

10590 其他衛生統計
01 捐血狀況之統計 衛生局
02 醫事服務機構查處及輔導之統計 衛生局
03 營業場所衛生管理稽查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有關衛生之統計 衛生局

106 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
1060 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

10600 家庭所得及支出統計
01 家庭所得之統計 主計處
02 家庭支出之統計 主計處

107 社會保障統計
1071 社會保險統計

10711 勞工保險統計
01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之統計 勞工局
02 勞工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勞工局
03 勞工保險財務之統計 勞工局
04 勞工保險基金管理運用之統計 勞工局
05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率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勞工保險之統計 勞工局

10712 農民保險統計
01 農民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之統計 農業局
02 農民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民保險財務之統計 農業局
04 農民保險基金管理運用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農民保險之統計 農業局

10713 公教人員保險統計
01 公教人員保險要保機關數及被保險人數之統

計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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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2 公教人員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人事處
90 其他公教人員保險之統計 人事處

10715 全民健康保險統計
01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之統計 衛生局
02 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衛生局
90 其他全民健康保險之統計 衛生局

10716 國民年金保險統計
01 國民年金被保險人數之統計 社會局
02 國民年金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社會局
90 其他國民年金保險之統計 社會局

10717 就業保險統計
01 就業保險投保單位數及人數之統計 勞工局
02 就業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就業保險之統計 勞工局

10719 其他社會保險統計
02 學生團體保險要保單位數、投保人數、保險

費收入、保險給付件數及金額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有關社會保險之統計 相關機關
1072 社會救助統計

10720 社會救助統計
01 低、中低收入戶數及人數之統計 社會局
02 生活扶助之統計 社會局
03 災害救助之統計 社會局
04 急難救助之統計 社會局
05 醫療補助之統計 社會局
90 其他社會救助之統計 社會局

1073 社會福利服務統計
10730 社會福利服務統計

01 社會福利機構及其收支之統計 社會局
02 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03 婦女福利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04 老人福利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05 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06 家庭支持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07 農漁民福利服務之統計 農業局
09 原住民族福利服務之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90 其他社會福利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1074 社會保護統計
10740 社會保護統計

01 家庭暴力防治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02 性侵害防治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03 性騷擾防治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90 其他社會保護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1079 其他社會保障統計

10790 其他社會保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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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1 社會工作人員之統計 社會局
02 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之統計 勞工局
90 其他有關社會保障之統計 社會局

108 住宅統計
1081 住宅普查

10810 住宅普查
00 住宅之普查 主計處

工務局
1082 住宅狀況統計

10821 住宅種類及使用統計
01 住宅種類之統計 工務局
02 住宅數之統計 工務局
03 空屋率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10822 住宅建築特性統計
00 住宅建築特性之統計 工務局

10823 住宅所有權屬統計
00 住宅所有權屬之統計 地政局

10824 住宅設備及設施統計
01 住宅房間數、總樓地板面積及設備等之統計 工務局
02 住屋及居住環境評價之統計 工務局
90 其他住宅設備及設施之統計 工務局

10825 住宅安全性統計
01 住宅建造時間之統計 工務局
90 其他住宅安全性之統計 工務局

10826 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統計
00 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之統計 工務局

1083 住戶特性統計
10830 住戶特性統計

01 居住者特性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02 戶長經濟特性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1089 其他住宅統計
10890 其他住宅統計

01 住宅供需之估測 城鄉發展局
02 住宅補貼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03 公辦住宅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90 其他有關住宅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109 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1095 警政統計

10951 警力統計
01 警察機關及人員之統計 警察局
02 警用裝備及工具之統計 警察局
03 警察人員在職訓練之統計 警察局
90 其他警力之統計 警察局

10952 刑事偵防案件統計
01 警察機關受理及處理刑事案件之統計 警察局
02 治安顧慮人口之統計 警察局
03 外籍人士在我國犯罪之統計 警察局
04 警察機關受理及處理刑事案件被害人之統計 警察局
05 警察機關受理及處理刑事案件嫌疑犯之統計 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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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90 其他刑事偵防案件之統計 警察局
10953 社會秩序維護管理統計

01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統計 警察局
02 集會遊行之統計 警察局

10954 民防及保安統計
01 民防工作之統計 警察局
02 保安工作之統計 警察局
03 防空避難設備之統計 警察局
04 義警組訓之統計 警察局

10955 查緝經濟案件統計
00 查緝經濟案件之統計 警察局

10956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統計
00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之統計 警察局

交通局
10959 其他警政統計

01 警察人員違法違紀之統計 警察局
02 警察機關為民服務之統計 警察局
03 警察家戶訪查之統計 警察局
04 攤販取締之統計 警察局
90 其他有關警政之統計 警察局

1096 國家安全統計
10963 妨害兵役統計

00 妨害兵役之統計 民政局
10964 保防統計

01 保防人力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保防之統計 民政局

1098 災害防救統計
10981 災害預防統計

01 災害防救經費及執行之統計 消防局
02 消防安全檢查列管對象之統計 消防局
03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之統計 消防局
04 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處理之統計 消防局
05 防火管理執行之統計 消防局
06 災害防救演訓之統計 消防局
07 消防水源之統計 消防局
90 其他災害預防之統計 消防局

10982 災害及災難搶救統計
00 災害及災難搶救之統計 消防局

10983 緊急救護服務統計
01 消防緊急救護服務之統計 消防局
02 海空緊急救護服務之統計 消防局

10984 火災災害統計
00 火災災害之統計 消防局

10989 其他災害防救統計
01 消防人力及義消人數之統計 消防局
02 消防、救護車輛裝備之統計 消防局
03 消防員工傷亡慰問及急難濟助之統計 消防局
04 消防專業技術人員之統計 消防局
90 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之統計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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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1099 其他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10992 消費者保護統計

00 消費者保護之統計 法制局
10994 違禁品及走私物品統計

01 查獲毒品之統計 警察局
02 槍砲、彈藥及刀械管制與查緝之統計 警察局
90 其他違禁品及走私物品之統計 警察局

10999 未分類其他司法、犯罪及安全統計
01 各機關法規諮商之統計 法制局
02 國家賠償事件之統計 法制局
04 廉政業務之統計 政風處
05 人口販運防制之統計 警察局
06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之統計 法制局

其他機關
90 未分類其他有關司法、犯罪及安全之統計 法制局

其他機關
110 文化及體育統計

1101 文化資源統計
11011 文化資產統計

01 文化資產數量之統計 文化局
02 文化資產維護、管理之統計 文化局
03 文化資產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文化資產之統計 文化局

11012 史料統計
01 史料編撰之統計 文化局
02 史料徵校與典藏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史料之統計 文化局

11013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統計
01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數量、面

積及設施之統計

文化局

02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收藏品之

統計

文化局

03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人力之統

計

文化局

04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財務之統

計

文化局

05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參觀人數

之統計

文化局

06 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舉辦活動

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類似機構之統

計

文化局

11014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統計
01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數量、面積及設施之統

計

文化局

02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收藏之統計 文化局
03 圖書館圖書借閱之統計 文化局
04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人力之統計 文化局
05 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財務之統計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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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90 其他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之統計 文化局
11019 其他文化資源統計

01 文化設施興建、規劃、輔導及獎勵之統計 文化局
02 社區營造輔導及獎勵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有關文化資源之統計 文化局

1102 人文及出版統計
11020 人文及出版統計

01 文學創作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局
02 出版業人才培育之統計 新聞局
03 出版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新聞局
04 出版業輔導、獎勵及推動之統計 新聞局
05 政府出版品管理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0 其他人文及出版之統計 新聞局

1103 文化創意及藝術發展統計
11031 文化創意統計

01 文化創意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局
02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文化局
03 文化創意產業輔導、獎勵及推動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文化創意之統計 文化局

11032 藝術發展統計
01 視覺、表演與公共藝術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局
02 視覺及表演藝術團體、個人獎補助之統計 文化局
03 藝術表演業及其輔助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藝術發展之統計 文化局

1104 影視、廣播及音樂統計
11041 影片統計

01 電影片人才培育之統計 新聞局
02 電影片輔導之統計 新聞局
03 電影片獎勵之統計 新聞局
04 參與國際電影活動之統計 新聞局
05 電影片分級之統計 新聞局
06 影片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新聞局
90 其他影片之統計 新聞局

11042 廣播電視統計
01 廣播電視人才培育之統計 新聞局
02 廣播電視輔導及獎勵之統計 新聞局
03 廣播電視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新聞局
04 廣播電視事業參與國際活動之統計 新聞局
05 廣播電視節目及廣告內容監督管理之統計 新聞局
06 查察有線電視節目播送系統之統計 新聞局
07 社區共同天線設立之統計 新聞局
08 有線電視頻道普及率之統計 新聞局
90 其他廣播電視之統計 新聞局

11043 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統計
01 流行音樂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局
02 流行音樂產業輔導及獎勵之統計 文化局
03 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文化局
90 其他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之統計 文化局

11049 其他影視、廣播及音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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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0 其他影視、廣播及音樂之統計 文化局
1105 藝文展演活動統計

11050 藝文展演活動統計
00 藝文展演活動之統計 文化局

1106 其他文化統計
11060 其他文化統計

90 其他有關文化之統計 文化局
1107 體育統計

11070 體育統計
01 舉辦或參加國際體育活動成果之統計 教育局
02 體育競賽之統計 教育局
03 頒發體育獎章人數之統計 教育局
04 運動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教育局
05 國人參與運動之統計 教育局
90 其他體育之統計 教育局

111 政治及其他社群活動統計
1111 政治參與統計

11111 選舉罷免統計
01 公職人員選舉之統計 民政局
02 公職人員當選人之統計 民政局
03 政府對公職人員選舉經費支出之統計 民政局
04 公職人員罷免案件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選舉罷免之統計 民政局

11119 其他政治參與統計
00 其他政治參與之統計 民政局

1112 會員組織統計
11121 社會團體統計

00 社會團體之統計 社會局
11122 職業團體統計

01 工商業團體之統計 社會局
02 專門職業團體之統計 社會局
03 勞工團體之統計 勞工局
04 農民團體之統計 農業局

11123 合作社統計
00 合作社之統計 社會局

11124 政治團體統計
00 政治團體之統計 社會局

1113 宗教統計
11130 宗教統計

00 宗教之統計 民政局
1114 社區發展統計

11140 社區發展統計
01 社區發展工作成果之統計 社會局
02 社區發展經費之統計 社會局

1119 其他社群活動統計
11191 志願服務統計

01 醫療及社福志工之統計 衛生局

社會局
02 文化志工之統計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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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03 青年志工之統計 青年局

教育局
04 災害防救團體及志願組織之統計 消防局
90 其他志願服務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11199 未分類其他社群活動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社群活動之統計 社會局
112 環境統計

1121 大氣與氣候統計
11212 空氣品質監測統計

01 空氣品質監測站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空氣污染指標之編製 環境保護局
03 空氣污染監測值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4 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之推估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空氣品質監測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13 空氣污染防制統計
00 空氣污染防制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19 其他大氣與氣候統計
00 其他大氣與氣候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2 水及流域統計
11221 水資源統計

01 重要河川長度及其流域面積之統計 水利局
02 水資源供需之統計 水利局
03 水資源設施及利用之統計 水利局
04 水權登記案件之統計 水利局
05 地層下陷之統計 水利局
90 其他水資源之統計 水利局

11222 水體品質監測統計
01 水質監測站、監測井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水質監測值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3 水污染源排放總量之推估 環境保護局
04 飲用水水質管理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水體品質監測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23 水質保護統計
01 水污染防治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廢水、污水處理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水質保護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29 其他水及流域統計
00 其他水及流域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水利局
1123 林、礦與生物多樣性統計

11231 林資源統計
00 林資源之統計 農業局

11232 礦資源統計
00 礦資源之統計 農業局

11233 森林保育統計
01 造林之統計 農業局
02 育苗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森林保育之統計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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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11234 國家公園及濕地統計
01 國家公園之統計 農業局
02 濕地復育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國家公園及濕地之統計 農業局

11235 生物多樣性統計
01 植物園、動物園及其他自然生態保護機構與

收支之統計

農業局

02 瀕臨滅絕動植物之統計 農業局
03 保育類野生動植物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生物多樣性之統計 農業局

11239 其他林、礦與生物多樣性統計
01 森林遊樂區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02 林道興建及維修工程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有關林、礦與生物多樣性之統計 農業局

1124 土地統計
11241 方域統計

01 行政區域方域之統計 地政局
02 地形分布及面積之統計 地政局
03 重要島嶼湖泊及埤塘面積之統計 地政局
90 其他方域之統計 地政局

11242 地政統計
01 公私有土地面積及利用之統計 地政局
02 農地市地改革成果之統計 地政局
03 土地、建物測量及徵收之統計 地政局
04 土地、建物登記之統計 地政局
05 土地、建物陳情及調處案件之統計 地政局
06 公告地價、土地現值變動之統計 地政局
07 工業用地使用及讓售之統計 地政局
90 其他地政之統計 地政局

11243 土地利用統計
01 農地面積及利用型態之統計 農業局
02 山坡地保育及利用之統計 農業局
03 海埔地及砂丘地規劃利用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土地利用之統計 農業局

11249 其他土地統計
01 土地政策實施效果之統計 地政局
02 水土保持之統計 農業局
03 土壤汙染防治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有關土地之統計 地政局

1125 廢棄物統計
11251 廢棄物管理統計

01 一般廢棄物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事業廢棄物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3 廢棄物清除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4 廢棄物處理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廢棄物管理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52 資源回收再利用統計
01 資源回收處理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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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90 其他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59 其他廢棄物統計
00 其他廢棄物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6 天然災害統計
11260 天然災害統計

01 天然災害造成人員傷亡及房舍受損之統計 消防局
02 天然災害造成農林漁牧業受損之統計 農業局
03 天然災害造成交通設備受損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4 天然災害造成電信設備受損之統計 交通局
05 天然災害造成電力設備受損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天然災害之統計 相關機關

1129 其他環境統計
11291 環境影響評估統計

00 環境影響評估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92 陳情、糾紛及稽查統計

01 公害陳情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公害糾紛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3 公害稽查管制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陳情、糾紛及稽查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93 化學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統計
01 病媒防治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環境用藥品管理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3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4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治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化學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94 環境教育及訓練統計
01 環境教育及宣導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環境友善產品認證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3 環保人員訓練及環保專業證照核發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其他環境教育及訓練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95 噪音監測及防制統計
00 噪音監測及防制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299 未分類其他環境統計
01 環境檢驗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02 污染整治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90 未分類其他有關環境之統計 環境保護局

119 其他社會統計
1191 社會指標編製

11910 社會指標編製
00 社會指標之編製 相關機關

1192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11920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01 都市計畫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02 都市更新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03 非都市土地變更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90 其他都市及區域發展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1193 博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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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0 博弈統計
01 彩券管理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財政局
02 博弈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財政局
90 其他博弈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財政局
1194 娛樂及休閒統計

11940 娛樂及休閒統計
01 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觀光發展局

農業局

財政局
90 其他娛樂及休閒之統計 相關機關

1195 財團法人統計
11950 財團法人統計

00 財團法人之統計 民政局
1196 生活狀況統計

11960 生活狀況統計
01 國民生活狀況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02 原住民族及其他特定身分或族群生活狀況之

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其他機關
90 其他生活狀況之統計 相關機關

1197 青年發展統計
11970 青年發展統計

01 青年生涯輔導培訓之統計 青年局

教育局
02 青年公共參與之統計 青年局

教育局
03 青年國際活動及體驗學習之統計 青年局

教育局
90 其他青年發展之統計 青年局

教育局
1199 未分類其他社會統計

11990 未分類其他社會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社會之統計 相關機關

2 經濟統計
202 工商管理及營運統計

2021 工商管理統計
20211 公司登記統計

01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公司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212 商業登記統計
01 商業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商業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213 工廠登記統計
01 工廠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工廠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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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4 出進口廠商登記統計
01 出進口廠商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出進口廠商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219 其他工商管理統計
01 商品展覽及推廣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其他機關
05 中小企業輔導及管理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6 陸資來台投資及對大陸投資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7 僑外來台投資及對國外投資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有關工商管理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22 工商營運統計
20221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00 工業及服務業之普查 主計處

經濟發展局
20222 中小企業經營概況統計

00 中小企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3 農林漁牧統計

2031 農林漁牧業普查
20310 農林漁牧業普查

00 農林漁牧業之普查 主計處

農業局
2032 農業統計

20321 農業生產統計
01 農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農業局
02 農產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業生產力之統計 農業局
04 作物複種指數之編製 農業局
05 農產品生產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6 作物集團產區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農業生產之統計 農業局

20322 農產品運銷統計
01 農產品運銷通路及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2 農產品市場交易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產及其加工品進出口之統計 農業局
04 農產品收購之統計 農業局
05 農產品價格之統計 農業局
06 糧食配銷及儲存之統計 農業局
07 農產品批發市場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08 農業產銷班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20324 農業生產資材統計
01 農業栽培設施之統計 農業局
02 肥料及土壤改良材料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藥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農業生產資材之統計 農業局

20325 農家統計
01 農家人口之統計 農業局
02 農家農業經營特性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場經營者之統計 農業局
04 農家經濟之統計 農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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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農村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農家之統計 農業局

20329 其他農業統計
01 植物病蟲害防治及檢疫之統計 農業局
02 產業道路及農路興建與改善工程之統計 農業局
03 休閒農場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04 農事服務業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有關農業之統計 農業局

2033 林業統計
20331 林業生產統計

01 林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農業局
02 林產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3 森林副產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4 伐木業生產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5 林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20332 林產品運銷統計
01 林產及其製品進出口之統計 農業局
02 林產品銷售量值及價格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林產品運銷之統計 農業局

2034 漁業統計
20341 漁業生產統計

01 漁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農業局
02 水產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3 魚貝苗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4 水產養殖面積之統計 農業局
05 水產加工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6 水產品生產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7 漁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漁業生產之統計 農業局

20342 水產品運銷統計
01 水產品運銷通路及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2 水產品市場交易之統計 農業局
03 水產品價格之統計 農業局
04 水產及其加工品進出口之統計 農業局

20343 漁業人口及設備統計
01 漁業從業人數之統計 農業局
02 漁業設備之統計 農業局

20349 其他漁業統計
01 漁業遭難、糾紛及違規之統計 農業局
02 漁家經濟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有關漁業之統計 農業局

2035 畜牧業統計
20351 畜牧業生產統計

01 畜牧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農業局
02 畜禽飼養及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局
03 畜禽屠宰場數及屠檢量之統計 農業局
04 畜禽生產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畜牧業生產之統計 農業局

20352 畜產品運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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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畜禽產品運銷通路及成本之統計 農業局
02 畜禽產品市場交易之統計 農業局
03 畜禽產品銷售價格之統計 農業局
04 畜禽產品及其加工品進出口之統計 農業局
05 種畜禽進出口之統計 農業局

20359 其他畜牧業統計
01 家畜禽疾病防治之統計 農業局
02 飼料產銷之統計 農業局
03 動物用藥品產銷之統計 農業局
90 其他有關畜牧業之統計 農業局

2039 其他農林漁牧統計
20391 糧食供需統計

01 糧食平衡表之編製 農業局
02 糧食自給率之編製 農業局
03 糧食供需之預測 農業局
04 糧食消費之統計 農業局

20392 農林漁牧業投資統計
01 農林漁牧業固定資本形成之統計 農業局
02 農林漁牧業存貨變動之統計 農業局

20393 農林漁牧業行政管理統計
01 農業基金運用之統計 農業局
02 農業貸款核貸之統計 農業局
03 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之統計 農業局
04 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之統計 農業局
05 農業技師及獸醫師管理之統計 農業局
06 農林漁牧業證照管理之統計 農業局

20399 未分類其他農林漁牧統計
01 農林漁牧業推廣之統計 農業局
90 未分類其他有關農林漁牧之統計 農業局

204 水電燃氣統計
2041 能源統計

20410 能源統計
90 其他能源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42 用水供應統計
20420 用水供應統計

01 用水供應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水利局

經濟發展局
02 自來水設備及供水之統計 水利局
03 自來水用戶之統計 水利局
90 其他用水供應之統計 水利局

2043 電力及燃氣供應統計
20430 電力及燃氣供應統計

0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發電、輸電及配電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3 電力尖峰及備用容量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4 發電燃料消費量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5 可燃氣體供應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電力及燃氣供應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49 其他水電燃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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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90 其他水電燃氣統計
01 水電燃氣業成本效益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水利局
90 其他有關水電燃氣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水利局
205 採礦、製造、營造業及建築統計

205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統計
2051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生產統計

01 礦產品及土石產銷存量值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經濟發展局
0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生產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519 其他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統計
01 礦場、土石採取場及其設施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礦場、土石採取場安全檢查及維護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災害損失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有關礦業及土石採取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52 製造業統計
20521 製造業營運統計

01 製造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工廠校正及營運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製造業營運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522 製造業生產統計
01 製造業產品產銷存量值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製造業產銷存量指數之編製 經濟發展局
03 製造業生產之預測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製造業生產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529 其他製造業統計
01 製造業國內外投資支出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工業區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3 加工出口區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有關製造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053 營造業及建築統計
20531 營造業登記統計

01 營造業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工務局
02 營造業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工務局

20532 營造業營運統計
01 營造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工務局
02 營建工程材料與營建人力之統計 工務局

20533 營造業專技人員統計
00 營造業專技人員之統計 工務局

20534 房屋營造統計
01 房屋營造價格之統計 工務局
02 房屋市場供需之預測 城鄉發展局
03 綠建築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工務局
90 其他房屋營造之統計 城鄉發展局

20535 公共建設統計
01 道路、橋樑及隧道之統計 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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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道路涵管舖設之統計 工務局
03 停車場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4 公有建築物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05 抽水站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06 路燈設備及養護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07 公園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08 下水道之統計 工務局
09 防洪設施之統計 工務局
10 公共工程投資支出之統計 工務局
11 公共工程管理之統計 工務局
12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統計 工務局
90 其他公共建設之統計 工務局

交通局

財政局

捷運工程局

其他機關
20536 建築執照統計

01 建築物建造及拆除執照之統計 工務局
02 建築物使用執照之統計 工務局
03 建築物開工之統計 工務局

20539 其他營造業及建築統計
01 民間自建營繕工程之統計 工務局
90 其他有關營造業及建築之統計 工務局

206 運輸及倉儲統計
2061 軌道運輸統計

20611 軌道運輸業營運統計
02 捷運系統運輸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20612 軌道運輸量統計
02 捷運系統客運之統計 交通局

20613 軌道運輸設備統計
02 捷運系統運輸設備之統計 捷運工程局
03 軌道長度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90 其他軌道運輸設備之統計 交通局

20614 軌道運輸管理統計
01 軌道運輸準點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2 軌道監理之統計 交通局
90 其他軌道運輸管理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2062 公路運輸統計

20621 公路運輸業營運統計
01 汽車客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02 計程車客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03 營業客車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04 汽車貨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20622 公路運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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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汽車客運之統計 交通局
02 汽車貨運之統計 交通局

20623 公路運輸管理統計
01 公路交通流量及行車管理之統計 交通局
02 公路安全管制之統計 交通局
03 公路監理之統計 交通局
04 自用車使用狀況之統計 交通局
05 停車場之統計 交通局

工務局
90 其他公路運輸管理之統計 交通局

2065 運輸事故統計
20650 運輸事故統計

01 軌道運輸事故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2 道路交通事故之統計 警察局
05 各港口海事案件之統計 交通局

2066 倉儲統計
20660 倉儲統計

01 倉儲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02 倉棧營運狀況之統計 交通局
90 其他倉儲之統計 交通局

2069 其他運輸及倉儲統計
20691 其他運輸及倉儲業營運統計

01 貨運承攬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02 快遞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交通局
90 其他有關運輸及倉儲業營運之統計 交通局

20699 未分類其他運輸及倉儲統計
01 交通各業其他營運實績指數之編製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2 運輸工具能源耗用及需求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3 乘客申訴案件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04 自由貿易港區之統計 交通局
90 未分類其他有關運輸及倉儲之統計 交通局

捷運工程局
207 觀光統計

2070 觀光統計
20702 國內旅遊統計

01 國內觀光地區旅遊人數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02 國人國內旅遊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90 其他國內旅遊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20703 住宿業統計
01 旅館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02 旅館業登記資本額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03 旅館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90 其他住宿業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20704 觀光業經營與投資統計
01 觀光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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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觀光事業投資支出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03 旅行及相關代訂服務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20709 其他觀光統計
01 觀光衛星帳之編製 觀光旅遊局
02 觀光從業人員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04 觀光地區維護經費及投資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90 其他有關觀光之統計 觀光旅遊局

208 金融及保險統計
2081 金融中介統計

20811 金融中介狀況統計
02 金融機構家數之統計 財政局
03 金融機構資產負債之統計 財政局
07 金融機構存款餘額之統計 財政局
08 金融機構放款餘額之統計 財政局
09 金融機構呆帳之統計 財政局
13 金融機構自動化服務之統計 財政局
90 其他金融中介狀況之統計 財政局

2089 其他金融統計
20890 其他金融統計

90 其他有關金融之統計 財政局
209 財政統計

2090 財政統計
20901 財政收支統計

01 政府部門總預算之統計 主計處
02 政府部門總決算之統計 主計處
03 特別預算之統計 主計處
04 政府收支淨額之統計 財政局

主計處
90 其他財政收支之統計 財政局

主計處
20902 公庫收支統計

00 公庫收支之統計 財政局
20903 賦稅統計

01 稅收實徵淨額之統計 財政局
02 稅源之統計 財政局
90 其他賦稅之統計 財政局

20904 政府債務統計
00 政府債務之統計 財政局

20905 公有財產統計
00 公有財產之統計 財政局

20909 其他財政統計
00 其他財政之統計 財政局

211 物價統計
2112 消費者物價指數編製

21121 消費者物價指數編製
00 消費者物價指數之編製 主計處

2114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編製
21141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編製

00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之編製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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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科技及創新統計
2121 科技及創新人力統計

21210 科技及創新人力統計
01 科技及研究發展人力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02 科技及研究發展人員培育及延攬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90 其他科技及創新人力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2122 科技及創新經費統計

21220 科技及創新經費統計
01 科技及研究發展經費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02 科技及研究發展案件申請補助經費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03 科技及學術研究獎勵經費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04 科技及研究發展人員培育及延攬經費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90 其他科技及創新經費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2123 科技及創新成果統計

21230 科技及創新成果統計
01 科技及研究發展成果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02 技術移轉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90 其他科技及創新成果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2124 科技及創新管理統計

21240 科技及創新管理統計
01 科技計畫申請、審議及考核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90 其他科技及創新管理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計處
213 資訊及電信統計

2131 資訊統計
21311 資訊服務業統計

01 電腦系統設計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資料處理及資訊供應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312 資訊管理統計
01 政府行政資訊計畫管考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0 其他資訊管理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1319 其他資訊統計
00 其他資訊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14 批發、零售及餐飲統計
2141 批發及零售業統計

21411 批發業統計
01 批發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5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90 其他批發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412 零售業統計

01 零售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零售攤販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零售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413 無店面零售業統計
01 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多層次傳銷事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3 多層次傳銷事業報備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無店面零售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42 餐飲業統計
21420 餐飲業統計

01 餐飲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餐飲攤販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餐飲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 其他經濟統計
2191 不動產業統計

21910 不動產業統計
01 不動產開發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不動產經營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地政局
03 不動產管理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4 不動產交易之統計 地政局
90 其他不動產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2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統計
21921 法律服務業統計

01 地政士事務服務業之統計 地政局
90 其他法律服務業之統計 法制局

21924 建築、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統計
01 建築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工務局
02 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工務局
21929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統計

90 其他有關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3 支援服務業統計

21932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統計
01 人力仲介業之統計 勞工局

經濟發展局
02 人力供應業之統計 勞工局

經濟發展局
21939 其他支援服務業統計

90 其他有關支援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4 其他服務業統計

21941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統計
01 汽車維修及美容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02 電腦、通訊傳播設備及電子產品修理業之統

計

經濟發展局

90 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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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2 洗衣業統計
00 洗衣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43 美髮業統計
00 美髮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44 美容美體業統計
00 美容美體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45 家事服務業統計
00 家事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49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2199 未分類其他經濟統計
21990 未分類其他經濟統計

01 政府採購案件之統計 相關機關
02 政府採購申訴案件之統計 相關機關
90 未分類其他有關經濟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其他機關
3 一般政務及其他統計

302 行政統計
3021 客家事務統計

30210 客家事務統計
01 客家教育及文化推展之統計 客家事務局
02 客家產業推展之統計 客家事務局
03 海內外客家合作交流之統計 客家事務局
90 其他客家事務之統計 客家事務局

3022 原住民族事務統計
30220 原住民族事務統計

01 原住民族人口及戶數之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02 原住民族教育及文化之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03 原住民族經濟發展之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90 其他原住民族事務之統計 原住民族行政局

3025 外交統計
30253 國際合作及捐助統計

01 國際間經濟及技術合作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其他機關
02 國際捐助之統計 社會局

其他機關
90 其他國際合作及捐助之統計 經濟發展局

社會局

其他機關
30259 其他外交統計

90 其他有關外交之統計 秘書處

其他機關
3028 行政管理及考核統計

30280 行政管理及考核統計
01 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02 出國報告管理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03 檔案管理之統計 秘書處
04 政府服務品質推動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05 重要施政案件管制及考核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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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公營事業考成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07 公文時效管制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0 其他行政管理及考核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3029 其他行政統計
30291 法務事務統計

90 其他法務事務之統計 法制局
30292 役政事務統計

01 兵籍之統計 民政局
02 後備軍人及替代役人數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役政事務之統計 民政局

30293 地方行政統計
01 地方自治之統計 民政局
02 行政區域之統計 民政局
03 調解行政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地方行政之統計 民政局

30294 禮制及殯葬統計
01 人民之褒揚、勳獎及忠烈祠祀審核之統計 民政局
02 孔廟管理概況之統計 民政局
03 殯葬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民政局
04 殯葬業務管理之統計 民政局
90 其他禮制及殯葬之統計 民政局

30295 性別平等行政統計
01 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之統計 人事處
02 性別影響評估會審案件之統計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人事處
03 性別平等申訴信箱案件之統計 社會局

30299 未分類其他行政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行政之統計 相關機關

304 考試及公務人員統計
3043 公務人員統計

30432 公務人員任免統計
01 公務人員任用動態案審查結果之統計 人事處
02 公務人員人力素質之統計 人事處
03 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績審查結果之統計 人事處
04 公務人員任用之統計 人事處
90 其他公務人員任免之統計 人事處

30433 公務人員人事異動統計
00 公務人員人事異動之統計 人事處

30434 公務人員考核及獎懲統計
01 公務人員考績考成案審定結果之統計 人事處
02 公務人員專案考績銓敘審定之統計 人事處
03 公務人員獎懲之統計 人事處
90 其他公務人員考核及獎懲之統計 人事處

30435 公務人員保障及培訓統計
01 公務人員保障之統計 人事處
02 公務人員培訓之統計 人事處

30436 公務人員退撫統計
01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及撫卹人數之統計 人事處
02 參加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機關及人數之統計 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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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其他公務人員退撫之統計 人事處
30439 其他公務人員統計

01 人事管理機構及人員之統計 人事處
02 公教人員福利及文康活動之統計 人事處
03 公務人員員額之統計 人事處
90 其他有關公務人員之統計 人事處

309 其他統計
3091 各機關共同性統計

30910 各機關共同性統計
01 組織、編制及人員之統計 各機關
02 歲出預算及決算之統計 各機關
03 國家賠償之統計 各機關
04 性別之統計 各機關
90 其他各機關共同性之統計 各機關

3099 未分類其他統計
30990 未分類其他統計

00 未分類其他之統計 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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