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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臺中

為強化公務統計加值應用面向，爰自
104年起按年綜整本市各項統計數據彙
編數字臺中。

 105 年為增進統計書刊資料發布之活潑
度與親和度，繪製198張活潑且豐富之
統計圖，彙集成冊，分送各界參用；1
萬6千餘項統計項目以電子檔形式發布
於本處網站。

3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數字臺中作業流程

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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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臺中作業期程

為確保資料豐
富性，及具有
特色。請機關
討論統計項目
選取最為重要

。

5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本處於105年9月20日以中市主三字第
1050009854號函請各機關召開內部研商
會議，就104年數字臺中電子書中所列
統計項目，參考預算書施政計畫、施政
白皮書及市長政見等資料，通盤檢討後
進行統計項目增刪修，並同步檢討公務
統計方案，於同年10月31日前，將檢討
結果函送本處彙整。

於同年9月22日以E-BAS公告，再次提
醒機關應確實開會討論指標選取事宜。

6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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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地方稅務局為例

7

利用局務會議檢討統計項目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8

共新增28項
統計項目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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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交通局為例

9

專案開會檢討統計項目

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10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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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11

增9項、刪14
項、修11項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法制局為例

12

參考他縣市公務統計報表，
充實該局公務統計方案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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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續)

13

增20項、
修16項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推動機關統計資料建置自主性

請各機關積極檢討公務統計方案，以蒐
集能展現施政成果之統計項目。

1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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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臺中指標選取

結合公務統
計報表程式
、各機關檢
討重要施政
成果及研考
會針對各機
關列管之KPI
指標選取本
刊物之統計
項目。

15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應用統計分析推動

訂定臺中市政府主計處106年推動應用
統計分析實施計畫

計畫目的：

為強化統計資料應用價值，發揮統計服
務效能，主計人員以統計專業的角度，
運用本市之重要施政成果資料，研撰各
類應用統計分析，針對不同面向探討及
剖析問題並提出建議，俾提供機關首長
擬訂施政決策之參據。

16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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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撰寫情形
編號 分析名稱 編號 分析名稱

103-001 臺中市人口趨勢分析 103-014 臺中市不動產交易概況

103-002 臺中市國中、小學師生概況 103-015 臺中市高中職學生概況

103-003 市民守法 交通事故肇事降低 103-016 臺中市火災發生態樣及預防作為

103-004 臺中市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視力概況 103-017 心中有大愛，就業無障礙

103-005 宜居、幸福的臺中市 103-018 臺中市女性之政治與社會參與

103-006 穩健發展的臺中市 103-019 躋身國際大港之林－臺中港

103-007 臺中市就業服務概況 103-20 文化深耕的臺中市

103-008 臺中市女性勞動力參與率概況 103-21 臺中市採購及標案管理概況

103-009 市民齊做垃圾減量 建構低碳家園 103-22 臺中好行 公共運具滿意度居冠

103-010 臺中市新住民概況 103-23 臺中市老年生活概況

103-011 家庭零暴力，市民好活力 103-24 臺中市醫療資源概況

103-012 大臺中健康綠環境 103-25 臺中市低收入戶及福利補助

103-013 102年臺中市死因分析 綜合 臺中市性別不平等指數

17

第三科撰寫情形撰寫情形(續)

18

編號 分析名稱 編號 分析名稱

104-001 臺中市高中職學生概況 104-014 臺中市私人運具及停車位概況

104-002 臺中市建物開發及人口增減概況 104-015 臺中市老人照護概況

104-003 珍惜水資源，永續大臺中 104-016 臺中市勞資爭議處理概況

104-004 103年台中市十大死因分析 104-017 臺中市污水下水道概況

104-005 臺中市空氣品質概況 104-018 臺中市中區發展概況

104-006 臺中市婚育概況 104-019 臺中市婦女福利服務概況

104-007 臺中市103年醫療資源概況 104-020 臺中市能源使用概況

104-008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概況 104-021 臺中市原住民概況

104-009 遠離犯罪，青春年少不蹉跎 104-022 臺中市作業基金經營概況

104-010 遠離性侵害 相處無障礙 104-023 臺中市營利事業概況

104-011 優質工安，打造勞工友善城市 104-024 臺中市外籍勞工概況

104-012 活化臺中觀光，推廣在地人文風情 104-025 臺中市公害陳情概況

104-013 臺中市稻米生產概況 綜合 低碳家園 宜居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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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科撰寫情形撰寫情形(續)

19

編號 分析名稱 編號 分析名稱

105-001 臺中市房屋稅籍住宅使用狀況 105-015 友善臺中，有愛無礙

105-002 臺中市兒童教育輔導資源概況 105-016 穹頂之下－淺談臺中市境內PM2.5概況

105-003 臺中市兩性人力資源概況 105-017 臺中市食藥管制概況

105-004 臺中市人口概況 105-018 臺中市殯葬業務概況

105-005 宜居臺中，實在好行 105-019 臺中市醫療資源概況

105-006 臺中市刑案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性別
簡析

105-020 珍水臺中

105-007 臺中市婚育概況 105-021 臺中市市有財產概況

105-008 臺中市中、小學學生視力概況 105-022 臺中友善動物城

105-009 托老周到，安心變老 105-023 臺中市消防緊急救護、安全檢查概況

105-010 從投入經濟發展支出觀察臺中市營利
事業變化及自籌財源概況

105-024 臺中市婦女家庭地位演變

105-011 山海花都 舞動臺中 105-025 臺中市文化發展概況

105-012 臺中市十大死因暨子宮頸癌篩檢概況 105-026 臺中市運輸發展概況

105-013 移居臺中，安心成家 105-027 三高與市民死因

105-014 回收再利用、舊物變黃金 綜合 孩子的教育不能等－
論臺中市兒童與少年偏差行為與輔導情形之探討

第四科撰寫情形撰寫情形

編號 經濟統計通報名稱 編號 經濟統計通報名稱

103-01 102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3-08 102年臺中市家庭收支概況

103-02 102年5月臺中市人力運用調查
概況

103-09 臺中市醫藥保健類物價指數變動情形分析

103-03 102年臺中市婦女婚育與就業調
查概況

103-10 102年臺中市人口結構及老年福利概況

103-04 102年臺中市攤販經營概況調查 103-11 從工商普查看臺中經濟發展

103-05 103年上半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3-12 臺中市近10年市民消費支出消長情形分析

103-06 由購買頻度與商品性質觀察臺
中市CPI變動情形

103-13 臺中市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變動概況分析

103-07 臺中市外食費物價漲多少

20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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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科撰寫情形撰寫情形(續)

21

編號 經濟統計通報名稱 編號 經濟統計通報名稱

104-01 103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5-01 104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4-02 103年5月臺中市人力運用調查
概況

105-02 105年上半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4-03 104年上半年臺中市勞動力概況 105-03 104年5月臺中市人力運用調查概況

104-04 103年臺中市家庭收支概況 105-04 104年臺中市家庭收支概況

105-05 近3年臺中市外食費物價指數漲勢概況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第四科撰寫情形撰寫情形(續)

22

編號 經濟統計分析名稱 編號 經濟統計分析名稱

103-01 102年人力資源摘要簡析 104-01 103年人力資源摘要簡析

103-02 臺中市100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結果分析

104-02 臺中市102年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分析報
告

103-03 臺中市100年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總報告

104-03 臺中市102年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
狀況調查分析報告

103-04 臺中市102年家庭收支調查結果
簡析

104-04 臺中市103年家庭收支調查結果簡析

103-05 臺中市醫療保健服務業概況 105-01 臺中市103年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分析報
告

105-02 臺中市104年人力資源調查摘要簡析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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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106年應用統計分析規劃

23

 106各機關撰寫篇數規劃原則：

(1)警察局及地方稅務局有設置統計室 (股)，

撰寫6篇。

(2)教育局及衛生局設有統計人員，撰寫3篇。

(3)餘原則會計室編制有2人以上者，撰寫2篇。

(4)編制1人或為會計員者，撰寫1篇。

(5)區公所除中區外，撰寫2篇。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推薦觀摩機關

2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地方統計行政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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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觀摩機關(續)

25

直轄市統計網 直轄市統計網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直轄市統計網

推薦觀摩機關(續)

機關名稱 分析名稱

建設局
八年100萬棵植樹計畫分析

臺中市道路工程分析

教育局
104學年度新移民子女就讀臺中市國中小概況

104學年度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學生教育概況

衛生局
104年臺中市死因統計分析

104年臺中市惡性腫瘤死因分析

地方稅務局

104年稅收成長，市民共享！

繳稅管道多元，民眾納稅便利！

104年臺中市地方稅稅源概況及徵起情形分析

臺中市95-104年稅收趨勢分析

臺中市95-104年土地增值稅及契稅稅收趨勢分析

104年臺中市使用牌照稅分析

26

參考位置:
主計處網頁/統計業務/統計分析/機關統計分析精選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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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

為深化各機關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了

解不同性別者之社會處境，請編製並於

機關網站發布性別統計指標。另為切合

業務需要及市政現況，豐富性別統計資

料完整性，除既有指標外，請積極增列

指標項目。

27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105年機關性別統計指標
增刪修訂情形
機關名稱

104
年底

增 刪
105
年底

機關名稱
104年
底

增 刪
105
年底

市議會 22 - - 22 環境保護局 34 2 - 36 

秘書處 18 - - 18 地政局 26 - - 26 

民政局 341 32 - 373 經濟發展局 24 - - 24 

財政局 18 - - 18 新聞局 18 - - 18 

教育局 184 46 40 190 主計處 71 193 - 264 

建設局 18 - - 18 人事處 84 8 - 92 

社會局 200 - - 200 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18 - - 18 

警察局 210 - - 210 政風處 18 - - 18 

衛生局 384 - - 384 勞工局 109 1 - 110 

28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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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年機關性別統計指標
增刪修訂情形(續)

29

機關名稱
104
年底

增 刪
105
年底

機關名稱
104年
底

增 刪
105
年底

地方稅務局 30 18 - 48 都市發展局 30 - - 30

農業局 22 - - 22 水利局 18 - - 18

交通局 22 - - 22 區公所 119 - - 119

觀光旅遊局 18 - - 18 梧棲區公所 119 16 - 135

法制局 20 2 - 22 龍井區公所 119 16 - 135

消防局 26 12 - 38 

文化局 21 20 - 41 

原住民族事務
委員會

56 36 - 92 

客家事務委員
會

18 - - 18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性別統計分析

30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編號 分析名稱 編號 分析名稱

103-001 臺中市老年生活概況 104-001 臺中市老人照護概況

103-002 臺中市性別不平等指數 104-002 活化臺中觀光 推廣在地人文風情

103-003 心中有大愛，就業無障礙 104-003 遠離性侵害 相處無障礙

103-004 102年臺中市死因分析 104-004 遠離犯罪 青春年少不蹉跎

103-005 家庭零暴力 市民好活力 104-005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概況

103-006 臺中市新住民概況 104-006 臺中市婚育概況

103-007 臺中市女性勞動力參與率概況 104-007 103年臺中市十大死因

103-008 臺中市中等以下學校學生視力概況 104-008 103年5月臺中市人力運用調查概況

103-009 臺中市女性之政治與社會參與 104-009 臺中市103年人力資源摘要簡析

103-010 102年人力資源摘要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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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分析(續)

31

編號 分析名稱 編號 分析名稱

105-001 104年5月臺中市人力運用調查概況 105-007 臺中市兒童教育輔導資源概況

105-002 臺中市婦女家庭地位演變 105-008 臺中市婚育概況

105-003 友善臺中，有愛無礙 105-009 臺中市刑案被害人及犯罪嫌疑人性別
簡析

105-004 臺中市十大死因及子宮頸癌篩檢概況 105-010 臺中市人口概況

105-005 托老周到，安心變老 105-011 臺中市兩性人力資源概況

105-006 臺中市中、小學學生視力概況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性別統計通報

月份 通 報 主 題

1月 104年戶長為女性之每戶可支配所得82.48萬，較男性戶長家庭少21.21萬元。

2月 105年女性勞動力參與率50.8%，低於男性16.2個百分點，其失業率4.3%反高於男性
0.8個百分點。

3月 本市105學年度新住民就讀國中、小補校計1,038人，其中女性970人，占補校新住
民學生數超過9成。

4月 本市105年發展遲緩兒童通報個案數為2,754人，以2歲至未滿5歲最多，實際接受療
育年齡以3歲至未滿5歲為主。

5月 105年出生嬰兒2萬5,655人，較104年減少2.50%，其中初為人母年齡以30-34歲占
19.03%最高。

6月 近5年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占88.34%為大宗，其中男性占50.14%，女
性占49.86%。

7月
本市105年公教職員女性人數為1萬9,113人(占57.02%)；兩性年齡結構均以30-49歲
占比最高，男性占74.69%，女性占74.91%；兩性教育程度結構亦均以大專以上程度
占比最高，男性占91.46%，女性占98.87%。

8月

本市106年第1季性侵害件數361件，案發地點多位於加害人住所89件(占24.65%)，
計通報（複選）450件次，以警政通報146件次(占32.44%)最多，兩造關係以男(女)
朋友62件(占17.17%)為大宗。加害人經評估為低再犯者481人(占86.98%)，亦為六都
最高。

32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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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圖像刊物指標選取

 性別圖像VS性別平等委員會

 本處前於8月4日以中市主三字第1060007442號函

請機關對於性別圖像刊物中指標選取，由小組成

員先與內部會計室及相關業務單位檢討，結合機

關業務與性別議題相關施政作為，並於性別平等

委員會分工小組提案討論。

外聘委員若有增修意見，機關應於小組會議中

與委員確認指標之可行性。

33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性別圖像作業期程

辦理事項

辦理期程

106年 107年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請各機關檢
討指標

分工小組選
取指標送本
處彙整

彙整指標項
目提會前協
商會議確定

填列資料並
繪圖

校閱資料正
確性

陳核後公告
於主計處網
站

34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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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統計分析

 「105年行政院辦理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

業務實地訪評」會議紀錄委員指導建議事項建

議性別統計分析內容回歸專題論述與政策規劃

結合。本處以105年編有性別預算之機關，針

對計畫編列原因及執行情形撰寫性別統計分析，

並於106年6月底前辦理完成。未來將賡續執行

本項業務推動。

35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編有性別預算機關撰寫性別統計
分析執行情形

辦理機關 計畫名稱 辦理情形

人事處 臺中市政府105年度未婚員工聯誼活動實施計畫 已完成

龍井區公所 藝文活動 已完成

民政局 臺中市市民暨公教人員聯合婚禮活動實施計畫 已完成

觀光旅遊局 臺中國際花毯節 已完成

社會局 臺中市單親家庭、弱勢婦女房屋津貼計畫 未完成

社會局 托育一條龍-平價托育費用補助暨加值服務 已完成

社會局 臺中市自立家庭築夢踏實計畫 未完成

社會局 臺中市推展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工作暨關懷中心計畫 已完成

地政局 宣導兩性平權及輔導民眾申辦繼承登記服務執行計畫 已完成

衛生局 105年度推動全民CPR+AED及安心場所認證計畫 已完成

勞工局 弱勢民眾就業或職訓期間家庭安置補助計畫 已完成

勞工局 辦理勞工大學促進勞資終身學習暨補助弱勢勞
工就讀勞工大學計畫

已完成

36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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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各機關請切實檢討公務統計方案，使公

務統計資料能反應施政成果，並撰寫應

用統計分析，強化統計加值運用，以落

實統計支援決策精神。

鑒於性別統計業務日趨重要，請各機關

配合本處性別統計規劃事項，積極辦理。

37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簡 報 完 畢

謝 謝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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