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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統計資料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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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

一、為建立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規制，以維統計
公信力，貫徹行政資訊公開原則，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各機關統計資料，係指統計法規
定之公開類及公告類統計資料。

三、本要點所稱統計資料之發布，係指以口頭、
書面或電子媒體等方式，將政府統計資料公
開、公告或對外提供。

四、各機關發布之統計資料，應以其主管業務範
圍有關者為限。

（90.12.27 台仁授一字第09727號發布／函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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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續)

五、各機關發布之統計資料，應備有資料背景說
明供查詢；資料背景說明之格式，由中央主
計機關定之。

六、各機關應至少每半年預告一次統計資料發布
時間，並送各該政府主計機關備查。凡經預
告發布時間之統計資料，除有重大情事者外，
不得任意變更或中斷發布。前項預告統計資
料發布時間表之格式，由中央主計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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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續)

七、各機關如需對已發布之統計資料修正時，應
將修正資料發布，並註明其修正原因，送各
該政府主計機關備查。如涉及資料定義、統
計方法等重大事項之變更，應同時修正資料
背景說明併同修正資料發布，送各該政府主
計機關備查。

八、中央主計機關得就各機關應發布之統計資料
擇要列表控管，並作為考核各機關主辦統計
人員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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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項政府統計資料之發布，目前是否
訂有統一的管理或作業規範？

一、為建立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規制，行政
院主計處參考聯合國（UN）、國際貨
幣基金（IMF）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等對於統計資料發布之規範，
並納入統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重要規定，
訂定「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要點」乙種，
並於90年12月27日以行政院函分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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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各項政府統計資料之發布，目前是否
訂有統一的管理或作業規範？ (續)

二、該要點規定各機關發布統計資料，應備資
料背景說明（包括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形式、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資料
來源及編製說明等）供查詢，並應至少每
半年預告一次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此外，
行政院主計處得就各機關應發布之統計資
料擇要列表控管。藉由本要點之實施，可
有效管理各機關統計資料之發布作業，避
免各機關任意變更發布方式及發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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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http://win.dgbas.gov.tw/dgbas03/bs7/calendar/calendar.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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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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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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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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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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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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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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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各機關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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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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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高雄市政府財政局財

務管理科
＊編製單位：高雄市政府財政局財務管理

科
＊聯絡電話：（07）3368333

＊傳真：（07）5373324

＊電子信箱：abc123@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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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二、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ˇ）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ˇ）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http://w4.kcg.gov.tw 
/~finance/download/tiff/961112-1.tif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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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以高雄市本月歲入（歲
出）之預算數及實收數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本月資料為本月一日至月底之
事實為準，累計資料由本年度一月至本月底之
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預算數：經議會審議通過完成法定程序之預算。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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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續)

＊統計單位：新台幣千元。

＊統計分類：依歲入（出）科目分類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如月、
季、年等）：月。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
時間）：十五天。

＊資料變革：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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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
每月十五日前以公務統計報表發布。

＊同步發送單位（說明資料發布時同步
發送之單位或可同步查得該資料之網
址）：財政部統計處、高雄市政府主
計處、高雄市政府財政局會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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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

收入：市庫每日收入為準。

支出：依主計處提供資料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
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
資料來源之相關統計差異性）：各項收
入（支出）數額合計應等於總計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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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市庫收支月報表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說明
預定修正之資料、定義、統計方
法等及其修正原因）：

＊表號：261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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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法

• 參考行政院主計處、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網站。

• 選擇重要統計指標或項目：
– 公務統計報表

– 自行彙整統計資料

• 仿照北高之內容與格式，建構出局處自己的
「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表」及背景資料說明
等內容。

• 一級機關輔導二級機關。

• 至少每半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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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統計調查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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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源

• 統計法

• 統計法施行細則

• 加強調查統計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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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6條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時，應擬具調
查實施計畫，於實施調查開始前送達各該
級政府主計機關核定。

各該級政府主計機關：

中央政府：行政院主計處

地方政府：各縣(市)政府主計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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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1條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未依第36條規
定辦理者，其所需經費，事先不予核列預
算，事後不予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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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第19條

政府機關因業務需要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
時，應將調查辦法及調查表先送其主管主
計機關核定；凡經核定之調查案件，須將
核定之文號於調查表上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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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18條

本法第19條所稱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係指各機
關為業務需要，直接或委託其他機關、團體或個
人，依一定要件，向民間個人、住戶、法人或團
體30個單位以上舉辦之統計調查。但左列性質之
調查不包括在內：

一、屬於基本國勢調查之普查。

二、教育及學術機關為學術研究而辦理之調查。

三、僅為取得個別資料作專案應用為目的之調查。

四、專為測驗民眾意向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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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5條

各機關向民間舉辦統計調查，應以與其業
務直接有關而迫切需要者為限。遇有左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舉辦：

一、所需資料可由公務統計取得者。

二、其他機關已辦有相同或類似之調查者。

三、可併入性質相類似之其他調查辦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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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7條

前條調查實施計畫應具備之內容如左：
一、調查之目的。
二、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

填表說明）。
四、調查資料時期。
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六、調查方法（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七、結果表式及整理編製方法。
八、主辦及協辦機關。
九、所需經費及來源。
十、其他必要之事項。

前項第九款所定調查經費中，有關酬勞性之調查費用，中央主
計機關得視實際情形，研訂統一標準計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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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39條

主辦調查機關應將核定之主計機關名稱、
文號及有效期間刊印於調查表之左上方。
凡調查表未刊印前項規定事項者，被調查
者得拒絕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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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0條

各機關對核定之調查案件，擬變更調查內容時，
應將變更事項，依第36條規定之程序辦理。停止
舉辦或逾期6個月以上未舉辦者，核定之文號應
予註銷。

※核定期限未屆，但：
1.計畫大幅修正者，重新核定。

2.計畫小幅修正者，將修正處函報備查(可沿用前次核
定文號)。

3.停辦者或逾期6個月以上未舉辦者應函知主計機關，
後函復註銷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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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5條

各機關辦理調查、統計人員對各種統計調
查取得之個別資料應予保密，除供整體統
計分析之用外，不作其他用途。凡因洩漏
個別資料致損害被調查者之權益時，得視
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其涉及刑責者，應
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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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3條

各機關舉辦統計調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委託有關
之團體或個人辦理：

一、調查事項涉及專門知識，必須借重有關學者專家
之學識經驗始可達預期效者。

二、委託某一特定團體或個人，方可達成提高統計品
質之要求者。

三、本機關無適當之調查設計人員或統計人員欠缺者。
前項委託調查之主辦機關進行委託時，應依第三十六條
至四十條之規定辦理。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參與辦理統
計調查之工作人員，應依照約定辦理，並受本法第二十
一條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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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第20條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4條

統計法第20條

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無論為機關、
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4條

各機關依法舉辦之統計調查，被調查者均
有依本法第20條規定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違反者，得依行政執行法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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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法施行細則第42條

各級政府主計機關核定之調查案件，應連
同調查實施計畫，報送其上級政府主管主
計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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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核流程

年度開始前三個月，審核彙整統計調查一覽表

各機關統（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將核定之調查計畫書、
摘要表及審核意見單，
函送行政院主計處備
查。

主計處第三科

年度開始，各機關應請所屬或業務單位確實依
統計調查一覽表中調查計畫內容及表列進度執
行。

各機關統（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調查實施計畫經統（會）計單位審核後，於實
施調查開始前二個月函送市府主計處核定。

各機關統（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依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於概算編列之
初，陳報下年度欲舉辦之統計調查項目及概算
資料，送市府主計處。

各機關統（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函送行政院主計處備
查

主計處第三科

(續下頁)



p.42

送核流程

調查辦理機關將核定之調查文號，刊印於調查
表之左上方，依調查實施計畫執行調查。

各機關業務單位

調查結束三個月內，編製調查結果報告，函送
行政院主計處及本府主計處，同時副知統（會）
計單位。

各機關業務單位

年度結束前三個月，彙整統計調查執行情形表，
送本府主計處。

各機關統（會）計單位、業務單位

函送行政院主計處備
查

主計處第三科

(接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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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計畫送核範例



p.44

統計調查名稱示例

正確範例：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概況調查(○)

錯誤範例：

1.身心障礙者概況調查(地方性統計調查應註明縣市)

2.臺中市100年身心障礙者概況調查(不加年份)

3.身心障礙者概況統計(應以調查二字收尾)

4.身心障礙者概況研究(委外案常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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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核應檢附之文件

• 調查摘要表
• 調查計畫書

一、調查目的
二、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示
四、調查資料時期
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六、調查方法(與抽樣設計)

七、結果表示
八、主辦及協辦機關
九、所需經費及來源
十、其他必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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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目的

1. 辦理調查之必要性，及其預期目標。
2. 調查結果之主要用途，及其與施政決策之相關
性。

例：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調查目的：蒐集臺中市身心障礙者有關家庭、經

濟、生活、就業情形、職業訓練狀況，及對政
府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的了解、使用與期望，
以了解臺中市身心障礙者之生活現況、需求及
現有職業訓練之使用情形，並作為推動相關施
政之重要參考。



p.47

二、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1. 調查對象之定義應明確。

2. 調查對象分布之地區範圍。

例：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1.調查對象：以民國100年3月底戶籍常設於
臺中市，領有政府機關發給之身心障
礙手冊者為對象。

2.區域範圍：臺中市所有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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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

◎應合理明確，合乎各項通用原則與院頒之標準分類。
（一）調查項目

例：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問卷）
1.身心障礙者基本資料（9）。
2.居住狀況（5）。
3.經濟狀況（6）。
4.工作狀況及職業訓練（9）。
5.職業訓練需求（2）。

（二）單位：如人、千元、次、平方公尺、％等。
（三）其他應註明事項：

1.名詞定義：例如原住民住戶（戶內至少1人15歲以上，且具有原住
民身分者）。

2.另有關項目分類部分，宜以院頒標準分類（如中華民國行業標準
分類、統計地區標準分類）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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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說明）(續)

（四）調查表式

1.應繁簡適度，考量受查者填答能力、調查品質與時效、及資料處理之
便利性。

2.詳列「主要調查項目」及其填答範圍。

3.左上角刊印核定機關名稱、文號及有效期間；若可於適當位置刊印填
報義務及保密規定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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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查資料時期

◎詳述動態資料時段及靜態資料時點。
◎應配合整體調查作業進度。
（一）動態資料：如全年薪資、全年營業收入，資料標準期為1月1

日至12月31日全年。
（二）靜態資料：如年底員工人數，資料標準期為12月31日。

例1：以99年12月31日為調查標準日，凡屬靜態資料以該標準日零時
情況為準，動態資料則以調查時受訪者狀況資料為準。

例2：臺中市社會福利機構狀況調查（按年）
靜態資料：以調查年前一年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動態資料：以調查年前一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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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

◎調查實施期間：應詳述各工作進程之起迄時間，
如規劃設計、實施調查、資料人工整理審核、
資料機器檢誤、結果表編製及報告編印等作業。

◎考量各階段工作負荷，合理訂定時程。

※常見錯誤：
(一)未詳列各項作業進度。

(二)進度不完整或不適當，與實際作業期間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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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度(續)

•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2008年 

工作內容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蒐集文獻資料    *** ***        

整理相關文獻    ** *** ***       

抽樣及問卷設計     ** *** ***      

蒐集調查名單      ** ***      

辦理訪員訓練       *** ***     

進行家訪調查        *** ***    

彙整調查資料         * *** **  

分析調查資料          ***  ***  

撰寫調查報告          ** ***  

編印調查報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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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方法（與抽樣設計）

◎調查方式應配合調查之目的與用途、調查對象與母體
之性質，選擇採「全查」或「抽樣調查」。

◎常用調查法：派員面訪調查法、郵寄問卷調查法、自
行填報法、電話詢問調查法、或採混合調查法（如以派
員訪查為主，對未回收樣本則以通訊或電話催查）。

例1：企業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調查
調查方法：本調查採郵寄問卷調查法，傳真及電話聯繫催詢追

蹤為輔。

例2：保姆人員專業需求及工作狀況調查
調查方法：以派員面訪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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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調查方法（與抽樣設計）(續)

◎採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內容包括：調查母體、
抽樣方法、抽樣程序、母體推估及計算公式等。

常見抽樣方法：簡單隨機抽樣法(simple random)、分
層抽樣法(stratified)、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叢集抽
樣法(cluster)。

※常見缺失：
(一)遺漏樣本配置、母數推估及誤差計算方法。

(二)抽樣設計不完善，存在樣本代表性不足問題。

(三)調查母體描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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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表式及整理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一）表目錄及單位

表次 表名 表頭 表側 單位

表1 保母出生年次 A1 B2、B3、B4 人；%

表2 保母婚姻狀況 A2 B1、B2、B3、B4 人；%

表3 保母教育程度 A3 B1、B2、B3、B4 人；%

表4 保母相關專業訓練 A4 B1、B2、B3、B4 人；%

表5 保母配偶教育程度 A5 B1、B2、B3、B4、B5 人；%

表6 保母配偶就業狀況 A6 B1、B2、B3、B4、B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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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表式及整理方法(續)

（二）表頭分類
A1.保母出生年次 

 年次 

 
總計 

  

 

A2.保母婚姻狀況 

 婚姻 

 
總計 

已婚 未婚 其他 

 

A3.保母教育程度 

 
總計 國小 

國中 

(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A4.保母相關專業訓練 

 

總計 
幼教/幼

保系科 
護理系科 

家政/生

活應用系

科 

兒童福利

/社工相

關系科 

保母核心

課程 

兒童福利

專業人員

訓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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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表式及整理方法(續)

（三）表側分類
B1. 年齡 

年齡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 歲以上  

B2.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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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表式及整理方法(續)

（四）輔助說明
1.必要之計算公式及名詞定義。
2.複選題說明（如本問項可複選，故總計>100）。

※編製時常見錯誤：
1. 結果表與調查表內容不一致。

2. 表頭、表側未按標準分類。

3. 遺漏單位及資料時間。

4. 級距不當（如30%～44%、45%～59%）。
正確：30%～未滿45%、45%～未滿60% 

5. 逕以報告書內容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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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辦及協辦機關

◎說明調查督導、規劃設計及實際執行機關。
◎委外辦理應列明主辦機關、受託機關及調查執行機關。
例：臺中市產業運用中高齡人力與就業狀況調查

--本調查計畫由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辦，經公開取得由○○民意
調查公司為受託單位。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委外○○民意調查公司→受訪者）

例2：臺中市社會福利機構狀況調查
--本調查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主辦，經評選審查會議結果由○○
大學社工系為受託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大學社工系→受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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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需經費及來源

◎說明經費來源並檢附相關文件。

（如預算書影本）

◎檢附各項經費支出明細表。

例：本調查所需經費約新臺幣120萬元整
（經費明細表詳附件），由社會局101年
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支應新臺幣120萬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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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所需經費及來源(續)

• 臺中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編列預算項目表

總計

10月雜費

250本報告印刷費

1式製表格與報告撰寫

1式資料處理費(含分析)

2,000份面訪訪問費

1式電話費

3,000人次電話訪問費

30人訪員保險費

1式抽樣費

12,000份問卷印刷費

2x10人x月兼任研究助理(研究所學生)

1x10人x月專任研究助理(碩士)

1x10人x月協同主持人費用

1x10人x月研究主持人費用

總價單價數量單位科目

總計

10月雜費

250本報告印刷費

1式製表格與報告撰寫

1式資料處理費(含分析)

2,000份面訪訪問費

1式電話費

3,000人次電話訪問費

30人訪員保險費

1式抽樣費

12,000份問卷印刷費

2x10人x月兼任研究助理(研究所學生)

1x10人x月專任研究助理(碩士)

1x10人x月協同主持人費用

1x10人x月研究主持人費用

總價單價數量單位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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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必要之事項

(其他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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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函內容

◎檢附調查實施計畫核定本。(含核定本封面、實施計畫、
調查表、結果表、經費來源及支出明細表)

◎核定有效期間。
（一）定期性調查：最長核3年。

（二）創辦或臨時增辦調查：至該調查完成為止。

◎核定期限內變更調查內容之處理。

◎調查表之刊印（核定函之文號應刊印於調查表左上
方）、個別資料保密事項之說明。

◎請於行政院主計處同意備查後始進行問卷調查工作。
(院處同意備查後本處會再函轉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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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謝謝聆聽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