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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樣調查勤前講習會議) 

 

 

 

 

 

 

 

 

 

 

 
 
 
 
 
 
 
 
 
 
 
 

 壹、交表進程  

 貳、工作報酬  

 叁、致受訪單位函(範例)   

 肆、各業專屬調查甲表財務問項查填重點  

 伍、臺中市 10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經營概況  
    (各業每員工勞動報酬、利潤率)  

 
陸、共同性經常問項對照表 

 
 



 
普查員 普查物品清單 

 

1. 各業專屬普查作業手冊 

2. 行業統計分類手冊（第 11 次修正）-僅發診所普查員 

3. 實地訪查重點手冊 

4. 普查名冊－各業專屬調查單位（普查員用） 

5. 各業專屬調查表(甲)-依名冊封面各業別表數清點 

6. 各業專屬調查乙表及已套印之乙表(續) 

7. 總管理單位及所屬分支單位概況表(已套印)-依名冊內單位級別「8」之家數清點 

   並備空白概況表表 1 張，若不足使用，可自行影印。 

8. 普查簡介(每廠商 1 份) 

9. 製造業產品及原材物料參考表(乙表用) 

10.普查員證、白色工作夾、防水內袋 

11.文具組、L 型資料夾 

12 普查表件彙送袋 

13.水藍色工作袋 

14.臺中市參考資料 

 

 

 

指審員 普查物品清單 

 

1. 各業專屬普查作業手冊 

2. 行業統計分類手冊（第 11 次修正）-主計處三科及府外指審員 

3. 實地訪查重點手冊    -主計處三科及府外指審員 

4. 網路填報系統操作手冊  -主計處三科及府外指審員 

5. 普查名冊－各業專屬調查單位（指審員用） 

6. 製造業產品及原材物料參考表(乙表用) 

7. 普查簡介(1 份) 

8. 指審員收退紀錄表 

9. 退表複查原因表 

10.文具組、 L 型資料夾 

11.水藍色工作袋 

12.臺中市參考資料 

 

※以上物品若有缺漏，請洽主計處第四科補齊  



費用種類 

調查表種類 

壹、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抽樣調查)交表進程： 

貳、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工作報酬 

    抽樣調查普查員之調查費、指導審核員之指導審核費，均按實際

完成調查家數支給。普查員實地訪查時，若受查單位非普查對象、遷

移或停歇業等情形，致到達現場確無法完成訪問填表者，得依實際訪

查之家數，每家支給空戶費 15 元，指導審核員每家得支給空戶檢核

費 2 元： 
 

調查費 

(元/家) 

指導費 

(元/家) 

審核費 

(元/家) 

審核 

輔助費 

(元/家) 

普查表 145 12 12 7 

各

業

專

屬

調

查

表 

工業部門 

(製造業、營建工程業) 

調查甲表 190 指導審核費 35 元 16 

調查乙表 380 指導審核費 65 元 27 

服務業部門 

(批發及零售業、住

宿及餐飲業、運輸及

倉儲業、金融及保險

業、服務事業) 

調查甲表 

(含診所調

查表) 

165 指導審核費 30 元 16 

調查乙表 320 指導審核費 55 元 27 

※普查名冊編修登錄費，由辦理核校並登錄更正資料之指導審核員，依實

際調查完成家數每家支領 3 元，未完成調查空戶家數每家支領 1 元。 

批  號 
普 查 員 

交表日期 
數量 累計交表 

指導審核員 

審畢日期 

第 1 批 6 月 10 日 5% 5% 6 月 20 日 

第 2 批 6 月 30 日 20% 25% 7 月 10 日 

第 3 批 7 月 15 日 30% 55% 7 月 25 日 

第 4 批 7 月 30 日 40% 95% 8 月 10 日 

第 5 批 8 月 10 日 5% 100% 8 月 15 日 

*8、3 表、總管理單位及所屬分支單位概況表，請用迴紋針夾成 1 份 

*普查員證、名冊及相關表件，併最後一批調查表件交指導審核員 

*餘詳調查作業手冊-普查員、指導審核員作業方法(P26-54) 

※各業專屬調查表(含普查表)廠商書面回表部分，應運用網路填報審核輔

助系統完成資料輸入、通過系統檢核，並依表別支給審核輔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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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致受訪單位函 

本次普查於 111 年 5 月 18 日起開放廠商網路填報，請普查員查對

普查名冊及套印書函後，務必填妥聯絡資料，再寄(遞)送受查廠商。 

○○○ ○○○○○○○○ 

○○○○○○○○ 

請務必填寫: 
普查員姓名、電話、普查證編號 
及預計到訪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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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業專屬調查甲表財務問項查填重點 

 
一、製造業：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水電瓦斯費(7) 
2.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3.稅捐及規費(13) 
4.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特有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

之資產項 
(註1)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製造(自行生

產 或 提 供

50% 以上原

材物料委外

生產) 

成本 
費用 

1.自行生產 
進料(製造用原材物(燃)
料耗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1) 

存貨及存料

(1) 
現金及其他

流動資產(3) 

2.委外生產 
(1)進料(提供生產所須之

原材物料) 
(2)支付勞務費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1) 
 
託外加工費(5) 

3.委託他企業包工包料生產(與
生產產品相同) 
(1)產品成本 
(2)若另委託其他企業包

裝，所支付包裝費用 

 
 
製成品及在製品進貨成本(3) 
託外加工費(5) 

4.進貨(與生產產品相同之商品) 製成品及在製品進貨成本(3) 

收入 銷售產品 產品銷售收入(1) 

修配 

成本 
費用 

進料(修配用原材物(燃)料
耗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1) 

收入 
修配產業用機械及大型運

輸工具 
修配收入(2) 

代客 
加工 

成本 
費用 

進料(如有代客加工之原材

物(燃)料耗用，不含受託之

顧客提供部分)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

(1)」(金額通常較少) 

收入 代客加工 加工費收入(3) 

採礦、土石採

取 

成本 
費用 

進料 (採礦設備所需原物

料、燃料等耗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1) 

收入 銷售礦產及砂石 產品銷售收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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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棄 物 清

除、資源物

回收處理 

成 本

費用 
進料(廢棄物清除工具、設

備等原材物(燃)料耗用) 
出售原材物燃料及兼銷商品

成本(6) 

收入 
1.提供清除廢棄物之服務 
2.將廢棄物處理後出售 

環境保護服務收入(5) 
產品銷售收入(1) 

污染整治 
成本 
費用 

進料(清潔劑、消毒劑及整

治設備等原材物(燃)料耗

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1) 

收入 污染整治 環境保護服務收入(5) 

附帶

經營

業務 

兼

銷

(與
生

產

產

品

不

同

之

商

品) 

成本 
費用 

兼銷商品之進貨 
出售原材物燃料及兼銷商品

成本(6) 

─ 

收入 銷售兼銷商品 
出售原材物燃料及兼銷商品

收入(4)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獨資或合夥組織業主

無償提供之部分)，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

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

填有數字。 
2.「用水供應」、「電力及燃氣供應」、「自行研發設計並提供原材物料委外生產」

廠商多設有會計帳，爰予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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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建工程業：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水電瓦斯費(7) 
2.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3.稅捐及規費(13) 
4.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

之資產項

(註1、註2)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承作各類工程 

成

本 
費

用 

主

要 

1.自行營建施工 
(1)營建材料耗用 
(2)工地成本 

 
營建材料耗用總值(1) 
營造機具耗用油料費(8) 或 
營造機具租用費(9) 或 
工地其他成本(10) 

現金及其他

流動資產(3) 
在 建 工 程

及 待 售 房

屋(5) 
 2.發包 

(1) 發 包 工 程 及 發 給

委外包工工資 
(2) 提 供 包 商 營 建 所

須之原材物料 

 
發包工程款(2)  

 
營建材料耗用總值(1) 

附

帶 

1.出售自地自建或合

建房地產 
2.出售各類貨品及建

材 

出售房地產土地成本(5) 

 
出售貨品及材料成本(6) 

收

入 

主

要 

1.承包建築、土木、景

觀、整地、結構工程 
2.裝潢、管道、機電、

電信等裝修(安裝)工
程 

承包工程收入(1) 
 
承包工程收入(1) 

附

帶 

1.出售自地自建或合

建房地產 
2.出售各類貨品及建

材 

出售自地自建或合建房地產

收入(3) 
出售貨品及材料收入(4)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

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2.應視廠商之實際情形填寫「存料(1)」(如有自行營建施工耗用或提供營建材料給

下包廠商時)」或「建築用地(4)」(如有自地自建及合建房地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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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發及零售業：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2.稅捐及規費(13) 
3.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之

資產項(註)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進貨銷售(批
發或零售) 

成本 
費用 

1.進貨 
2.進料(若有包裝等材料耗

用) 
3.寄銷、代銷或仲介(若有) 

全年商品進貨金額(1)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價值(4) 
 
佣金支出(5) 

存貨及存料

(1) 
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3) 

收入 
1.銷售商品 
2.商品維修或加工服務(若

有) 

商品銷售收入(1) 
服務收入(3) 

自產產品 
製作零售 

成本 
費用 

自產產品材料(如食材、包

裝等)耗用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價值(4) 

收入 銷售商品 商品銷售收入(1) 

商品經紀 
成本 
費用 

寄銷、代銷或仲介(若有) 佣金支出(5) 
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3) 
收入 商品經紀 佣金收入(4) 

餐飲提供 

成本 
費用 

1.餐飲製作材料耗用 
2.兼銷商品進貨(若有)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價值(4) 
全年商品進貨金額(1) 

存貨及存料

(1) 
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3) 收入 
1.餐飲提供 
2.銷售兼銷商品(若有) 

餐飲供應收入(2)  
商品銷售收入(1) 

住 宿 服 務

提供 

成本 
費用 

1.住宿服務之原物料(如盥

洗用具、清潔用品等)耗用 
2.兼銷商品進貨(若有)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價值(4) 
 
全年商品進貨金額(1) 

收入 
1.住宿服務提供 
2.銷售兼銷商品(若有) 

服務收入(3) 
商品銷售收入(1) 

註：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

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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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運輸及倉儲業：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 水電瓦斯費(3) 
2.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3.稅捐及規費(13) 
4.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之

資產項(註)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運輸服務 

成本 
費用 

1.運輸工具燃料耗用 
2.運輸工具維修 
3.運輸工具租用(若有) 
4.兼銷商品進貨(若有) 

燃料耗用總值(1) 
修繕費(7) 
運輸設備租賃支出(4)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5) 

存貨及存料(1) 
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3) 
收入 

1.載客運輸服務 
2.貨物運輸服務 
3.銷售兼銷商品(若有) 

客運收入(1) 
貨運收入(2)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8) 

運 輸 輔 助

及 倉 儲 服

務 

成本 
費用 

倉庫或設備租用(若有) 租金支出(12) 

現金及其他流

動資產(3) 
收入 

1.船務代理、貨運承攬 
2.其他各類運輸輔助服務

(如貨物裝卸、理貨、打

撈等) 
3.倉儲服務提供 

佣金收入(7) 
裝卸收入(9) 或 
運輸服務收入(10) 
 
倉儲收入(5) 

註：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市

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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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融及保險業：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2.稅捐及規費(13) 
3.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

之資產項

(註1)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典當服務 

成本 
費用 

1.以資金融通為目的之相

關借款利息支出 
2.流當品銷售成本 

營業利息支出(3)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1) 

存 貨 及 存

料(1) 
現 金 及 其

他 流 動 資

產(3) 
放 款 、 買

匯 及 貼 現

(12) 

收入 

1.資金融通服務之利息收

入 
2.流當品銷售收入 

放款及貼現利息收入(1)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9) 

民間融資服務 

成本 
費用 

以資金融通為目的之相關

借款利息支出 
營業利息支出(3) 現 金 及 其

他 流 動 資

產(3) 
放 款 、 買

匯 及 貼 現

(12) 

收入 資金融通服務之利息收入 放款及貼現利息收入(1)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

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2.「其他控股」、「金融租賃」、「其他金融服務」(如投資公司)、「保險輔助」(如保

險代理)、「其他金融輔助」(如投顧公司)應無未設會計帳之廠商，爰予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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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事業甲(一)：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2.稅捐及規費(13) 
3.其他營業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

有之資

產項

(註)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廣告、民俗醫

療、獸醫、影印、

表演、博弈、攝

影、清潔、視唱、

電玩、網咖、釣

蝦、個人用品維

修等個人服務 

成本 
費用 

1.進料(提供服務而耗用之

原材物料) 
2.支付版權、通訊等費用

(若有) 
3.兼銷商品進貨(若有)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

(1) 
 
服務成本(2)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7) 

現金及

其他流

動資產

(3) 

收入 
1.提供各類服務 
2.提供餐飲服務 
3.銷售兼銷商品 

服務收入(1) 
餐飲供應收入(6)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4) 

不 動 產 經 紀

服務 

成本 
費用 

1.提供服務而支付之權利

金等(若有) 
2.支付其他中間商轉介之

佣金(若有)  

服務成本(2) 
 
佣金支出(8) 

收入 
提供不動產買賣租賃之仲

介服務 
佣金收入(8) 

書籍、影(碟)
片、娛樂用品

等租賃、網路

接取服務 

成本 
費用 

1.提供服務而支付之設備

租賃、保險等(若有) 
2.兼銷商品進貨(若有) 
3.進料(若有餐飲等服務) 

服務成本(2)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7)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

(1) 

收入 

1.網路線路、影片(碟片)出
租服務 

2.銷售兼銷商品 
3.提供餐飲服務 

不動產及設備租賃收入(3)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4) 
餐飲供應收入(6)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

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2.影(碟)片、書籍出租業者之「機械及雜項設備淨額(9)」(即出租物品)應有數字。 
3.如有存料及兼銷商品存貨之紀錄，存貨及存料(1)應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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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服務事業甲(二)：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2.稅捐及規費(13) 
3.一般事務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經營型態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

之資產項

(註)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補習教育服務 

成本 
費用 

1.教材製作 
2.參考書等兼銷(若有) 

教材成本(1)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3) 

現 金 及 其

他 流 動 資

產(3) 

收入 
1.提供補教教學及教材服

務 
2.參考書等兼銷 

服務收入(1)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3) 

教育輔助服務 

成本 
費用 

1.提供留(遊)學代辦、諮詢

所支付之成本費用(若有) 
2.參考書等兼銷(若有) 

服務成本(2)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3) 

收入 
1.提供代辦、諮詢及教育檢

定服務 
2.參考書等兼銷 

服務收入(1)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2) 

托育服務 
成本 
費用 

1.幼兒交通、餐飲支付之相

關成本及原物料 
2.幼兒教材製作 

服務成本(2) 
 
教材成本(1) 

收入 提供托育服務 服務收入(1)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按

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2.如有存料及兼銷商品存貨之紀錄，存貨及存料(1)應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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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診所： 
(一)各經營業別(型態)必有或通常應有成本： 

1.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11) (含各類獎金，如年終獎金等) 
2.稅捐及規費(13) 
3.其他醫療服務費用(17)(包括營業相關雜支) 

(二)各經營業別(型態)之成本、收入及資產項目： 
通常應有之成本、費用及收入項 

通常應有之

資產項(註) 成本 
收入 

經營行為 對應科目 

成本 
費用 

1.藥品及醫材提供 
2.醫療廢棄物處理(若有) 
3.販售兼銷商品(若有) 

藥品及醫材費用(1) 

醫療廢棄物處理費(2)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4) 

現 金 及 其 他

流動資產(3) 

收入 
1.提供醫療服務 
2.販售兼銷商品 

醫療服務及藥品收入(1)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2) 

註：1.如房地產、生產機器、辦公設備、運輸工具等為自有(含業主無償提供之部分)，
則(6)~(9)項應就實際情形查填，否則問項【04-2】「年底租用及借用固定資產

按市價估算金額」及成本費用支出之「租金支出(12)」應填有數字。 
2.如有兼銷商品存貨之紀錄，存貨及存料(1)應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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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從業員工 勞動報酬 利潤率
行業別 全年勞動報酬 佔各項支出 (收入-支出)

(萬元) 總額比率 ÷收入

總　計 55.25 15.74 12.17
B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2.86 5.65 6.29
C 製造業 58.49 14.13 11.72

08 食品及飼品製造業 49.77 9.63 7.33
09 飲料、菸草製造業 57.78 7.49 11.01
11 紡織業 50.62 13.99 9.65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47.80 16.49 10.71
13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46.55 17.64 13.69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 42.43 16.70 13.60
14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45.66 14.85 10.10
16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51.60 20.66 13.06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55.60 9.77 5.65
18 化學原材料、肥料、氮化合物、 72.29 8.23 6.43
19 其他化學製品製造業 63.73 15.83 12.18
2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 72.32 27.76 7.17
11 橡膠製品製造業 45.51 17.61 8.62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57.40 17.65 19.30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88.07 12.13 17.50
24 基本金屬製造業 65.98 8.23 5.52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47.73 15.78 12.67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78.87 13.19 7.67
27 電腦、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 82.56 17.06 25.24
28 電力設備及配備製造業 52.48 15.48 10.26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54.49 14.09 10.03
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54.98 16.83 15.17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68.01 13.79 9.94
32 家具製造業 45.28 13.66 10.09
33 其他製造業(娛樂用品、體育用品) 52.60 16.15 10.65
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 49.89 20.10 17.34

D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90.33 9.65 12.30
351  電力供應業 68.69 7.27 12.00
353  蒸汽供應業 45.78 13.13 (10.68)

E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9.80 19.11 5.83
37 廢水及污水處理業 52.54 17.92 16.95
38 廢棄物清除、處理及資源回收處理業 48.43 12.56 11.77
39 污染整治業 49.38 22.04 5.98

F 營建工程業 61.75 14.31 10.03
41 建築工程業 62.00 7.29 3.37
42 土木工程業 60.05 12.16 6.80
43 專門營造業 62.03 20.04 15.20

G 批發及零售業 47.07 10.68 11.00
45-46 批發業 49.15 9.62 10.63
47-48 零售業 43.63 13.43 11.97

H 運輸及倉儲業 57.08 33.01 15.50
49 陸上運輸業 58.00 33.11 15.11
52 運輸輔助業 53.27 31.55 16.69
53 倉儲業 72.80 36.06 19.80

I 住宿及餐飲業 41.62 28.98 17.58
55 住宿業 45.89 29.76 11.91
56 餐飲業 41.11 28.88 18.25

J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53.23 22.88 19.48
58 出版業 49.36 17.40 20.76
59 影片及電視節目業、聲音錄製及音樂發行業 53.72 19.75 34.65
60 廣播、電視節目編排及傳播業 58.27 34.34 18.93
61 電信業 65.64 14.43 6.05

伍、臺中市  105年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位經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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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從業員工 勞動報酬 利潤率
行業別 全年勞動報酬 佔各項支出 (收入-支出)

(萬元) 總額比率 ÷收入

伍、臺中市  105年工業及服務業企業單位經營概況

62 電腦程式設計、諮詢及相關服務業 52.17 27.82 22.74
63 資訊服務業 49.02 29.25 16.83

K 金融及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全 88.35 20.39 18.56
649  其他金融服務業 58.04 13.44 19.79

　民間融資業 47.40 23.18 25.83
　未分類其他金融服務業 60.41 12.52 19.17

L 不動產業 57.17 8.24 13.12
67 不動產開發業 63.15 4.79 11.50
68 不動產經營及相關服務業 52.78 22.44 19.20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7.30 36.86 20.15
691  法律服務業 54.20 47.31 24.57

　地政士事務服務業 47.28 42.61 29.27
　其他法律服務業 61.83 37.22 19.94

692  會計服務業 49.08 60.98 23.00
70 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 50.06 33.67 22.22
71 建築、工程服務及技術檢測、分析服務業 62.11 37.80 20.35
72 研究發展服務業 91.85 36.41 4.91
73 廣告業及市場研究業 49.77 29.25 20.62
74 專門設計業 66.79 36.18 20.67
75 獸醫業 47.58 39.60 28.28
76 其他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45.68 35.60 20.30

N 支援服務業 42.37 49.85 14.84
77 租賃業 42.14 23.26 17.36
78 人力仲介及供應業 36.49 59.56 13.18
79 旅行及相關服務業 46.75 29.14 14.02
80 保全及偵探業 42.23 69.66 12.00
81 建築物及綠化服務業 44.40 53.56 16.57
82 行政支援服務業 66.65 43.39 15.60

P 教育業 43.42 48.10 19.46
851  學前教育 45.48 49.83 13.48
858  教育輔助業 41.37 38.77 19.02
859  其他教育業 42.02 47.07 23.27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88.40 46.80 13.32
86 醫療保健業 91.39 46.64 13.15
862  診所 78.76 50.26 29.89
869 其他醫療保健業(含醫事檢驗) 38.15 49.06 10.57
87 居住型照顧服務業 43.79 52.18 19.45
88 其他社會工作服務業 41.92 53.33 18.46

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4.45 39.16 16.78
90 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44.09 27.28 16.74
91 博物館及類似機構 92.92 41.40 (3.97)
92 博弈業 34.40 41.35 23.69
93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4.08 40.02 17.22

S 其他服務業 44.17 32.34 24.78
95 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 47.48 29.22 23.78
951  汽車維修及美容業 50.52 28.49 23.38
952  電腦、通訊傳播設備及電子產品維修業 47.05 31.32 22.12
959  其他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含機車維修) 42.65 30.06 25.07
96 未分類其他服務業 41.94 35.23 25.67
961  洗衣業 38.95 33.20 26.33
962  美髮及美容美體業 41.79 37.23 26.23
963  殯葬及相關服務業 50.82 25.88 22.42
969  其他個人服務業 39.50 35.67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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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營建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金融及保險業 服務事業甲(一)

【00】 組織別               組織別               組織別               組織別               組織別               組織別               

【01】 開業年月 開業年月 開業年月 開業年月 開業年月 開業年月

【02-1】經營業務項目 經營業務項目 經營業務項目 經營業務項目 經營業務項目 經營業務項目

【02-2】主要耗用原材料 商品銷售管道之收入比率

主要耗用原材料(限製造業) 批發

【02-3】主要經營方式 零售-店面銷售

主要經營方式（限製造業） 零售-電視購物臺

經營方式－製造 零售-網路銷售

經營方式－修配 零售-郵購

經營方式－代客加工 零售-自動販賣機

經營方式－委外生產 零售-直銷

零售-其他

【03-1】從業員工及薪資 從業員工及薪資 從業員工及薪資 從業員工及薪資 從業員工及薪資 從業員工及薪資

人數—職員—男、女 人數—職員—男、女 人數—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工員—男、女 人數—工員—男、女 人數—非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非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非監督及專技人員—男、女 人數—非監督專技人員—男、女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員工

部分工時—人數 部分工時—人數 部分工時—人數 部分工時—人數 部分工時—人數 部分工時—人數

薪資—僱用員工 薪資—僱用員工 薪資—僱用員工 薪資—僱用員工 薪資—僱用員工 薪資—僱用員工

【03-2】自營及無酬家屬 自營及無酬家屬 自營及無酬家屬 自營及無酬家屬 自營及無酬家屬 自營及無酬家屬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人數—自營及無酬家屬—男、女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薪資—自營及無酬家屬

【03-3】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派遣人力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使用月數、通常使用人數、最多使用人數

【03-4】經營勞動派遣 經營勞動派遣 經營勞動派遣 經營勞動派遣 經營勞動派遣 經營勞動派遣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派遣月數、通常派遣人數、最多派遣人數

【04-1】資　產：                        資　產：                        資　產：                        資　產：                        資　產：                        資　產：                        

(1) 　存貨及存料　                    存料　                  　存貨及存料　                    　存貨及存料　                  　存貨及存料　                      存貨及存料

(2)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各項流動性國外金融商品

(3)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現金及其他流動資產            

(4) 建築用地                      

(5) 合約資產及待售房屋

(6) 　土　地                        土　地                        　土　地                        　土　地                        　土　地                          土地

(7) 　房屋及建築淨額　　            房屋及建築淨額　　            　房屋及建築淨額　　            　房屋及建築淨額　　            　房屋及建築淨額　　              房屋及建築淨額　　            

(8) 　運輸設備淨額                  運輸設備淨額                  　運輸設備淨額                  　運輸設備淨額                  　運輸設備淨額                    運輸設備淨額                  

(9)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機械及什項設備淨額            

(10)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未完工程及預付購置設備        

(11) 使用權資產淨額 使用權資產淨額 使用權資產淨額 　使用權資產淨額 使用權資產淨額   使用權資產淨額

(12) 放款、買匯及貼現

(13)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投資性不動產

(14) 　長期投資－國內                長期投資－國內 　長期投資－國內                　長期投資－國內                　長期投資－國內                  長期投資－國內                

(15) 　長期投資－國外                長期投資－國外 　長期投資－國外                　長期投資－國外                　長期投資－國外                  長期投資－國外                

(16) 　無形資產淨額－專利權            無形資產－專利權及商標 　無形資產淨額－專利權            　無形資產淨額－專利權            　無形資產淨額－專利權              無形資產淨額－專利權            

(17) 　無形資產淨額－電腦軟體 無形資產－電腦軟體 　無形資產淨額－電腦軟體 　無形資產淨額－電腦軟體 　無形資產淨額－電腦軟體   無形資產淨額－電腦軟體

(18) 　無形資產淨額－其他 無形資產－其他 　無形資產淨額－其他 　無形資產淨額－其他 　無形資產淨額－其他   無形資產淨額－其他

(19)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其他資產　　　　　　　　　　  

(20) 　資產總計（淨額）              資產總計（淨額） 　資產總計（淨額）              　資產總計（淨額）              　資產總計（淨額）                資產總計（淨額）              

(21)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04-2】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租用或借用固定資產

【04-3】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自有固定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增加、報廢、出售(含退租)

【04-4】年初存貨及存料 年初存貨及存料 年初存貨及存料 年初存貨及存料 年初存貨及存料 年初存貨及存料

【05】 收　入：                        收　入：                        收　入：                        收　入：                        收　入：                        收　入：                        

(1) 　產品銷售收入                  承包工程收入 　商品銷售收入                  　客運收入                      　放款及貼現利息收入 　服務收入

(2) 　修配收入                      修理裝配收入 　餐飲供應收入                  　貨運收入                      　其他營業利息收入 　不動產銷售收入
(3) 　加工費收入                    出售自地自建或合建房地產收入 　服務收入                      　郵政收入                      　服務收入 　不動產及設備租賃收入

(4) 　出售原材物燃料及兼銷商品收入  出售貨品及材料收入 　佣金收入                      　運輸設備出租收入              　保費收入（銀，乙）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

(5) 　環境保護服務收入              　倉儲收入                      　再保費收入（乙） 　佣金收入 
(6) 　報關收入                      　保險收回各項準備（銀，乙） 　餐飲供應收入
(7) 　佣金收入                      　營業性投資收益

(8)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              　佣金收入

(9) 　裝卸收入                      　兼銷商品銷售收入

(10) 　運輸服務收入                  

(11)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其他營業收入　　　　　

(12) 　營業收入小計                  營業收入小計 　營業收入小計                  　營業收入小計                  　營業收入小計                  　營業收入小計　　　　　

(13)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　　　　　　

(14)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15)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投資收益及出售資產利益　　

(16) 　政府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政府補助收入

(17) 　其他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外收入                　其他營業外收入　　　　

(18) 　營業外收入小計                營業外收入小計 　營業外收入小計                　營業外收入小計                　營業外收入小計                　營業外收入小計　　　　

(19) 　各項收入合計                  各項收入合計 　各項收入合計                  　各項收入合計                  　各項收入合計                  　各項收入合計　　　　　　　　　

(20) (加工費收入)受託國(境)外他企業(含子公司)部分 　(營業收入小計)外銷收入部分                 

(21) 　(營業收入小計)外銷收入                  

【06】 支　出：                        支　出：                        支　出：                        支　出：                        支　出：                        支　出：                        

(1)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        營建材料耗用價值 　全年商品進貨金額              　燃料耗用總值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總值

(2) 　製成品及在製品年初存貨        發包工程款 　年初商品存貨價值              　物料耗用總值                  　存款利息支出（銀，乙） 　服務成本

(3) 　製成品及在製品進貨成本        年初自地自建或合建房屋之在建科目及待售房屋成本 　年底商品存貨價值              　水電瓦斯費                    　營業利息支出 　年初在建工程及待售房屋

(4) 　製成品及在製品年底存貨        年底自地自建或合建房屋之在建科目及待售房屋成 　原材物料及燃料耗用價值        　運輸設備租賃支出              　保險賠款與給付（乙） 　年底在建工程及待售房屋

(5) 　託外加工費                    出售房地產土地成本 　佣金支出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              　各項準備提存 　委外營建成本

(6) 　出售原材物燃料及兼銷商品成本  出售貨品及材料成本 　運費支出                      　再保費支出（乙） 　出售不動產之土地成本

(7) 　水電瓦斯費                    水電瓦斯費 　修繕費                        　手續費支出 　兼銷商品銷售成本

(8) 營造機具耗用油料費 　佣金支出                      　佣金支出 　佣金支出

110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各業專屬調查表共通性問項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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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營建工程業 批發及零售業 運輸及倉儲業 金融及保險業 服務事業甲(一)

(9) 營造機具租用費 　營業性投資損失

(10) 工地其他成本 　營業性兌換損失

(11)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薪資、退休及撫卹金、資遣費、福利支出

(12) 　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                        租金支出                      

(13) 　稅捐及規費                    稅捐及規費 　稅捐及規費                    　稅捐及規費                    　稅捐及規費                      稅捐及規費                    

(14)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自有固定資產折舊

(15)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各項折舊—使用權資產折舊

(16)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呆帳損失及移轉支出            

(17)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其他營業費用                  

(18) 　營業支出小計                  營業支出小計 　營業支出小計                  　營業支出小計                  　營業支出小計                    營業支出小計                  

(19)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20)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其他利息支出

(21) 　其他營業外支出                其他營業外支出 　其他營業外支出                　其他營業外支出                　其他營業外支出                  其他營業外支出                

(22) 　營業外支出小計                營業外支出小計 　營業外支出小計                　營業外支出小計                　營業外支出小計                  營業外支出小計                

(23) 　各項支出合計                  各項支出合計 　各項支出合計                  　各項支出合計                  　各項支出合計                    各項支出合計                  

(24) 　(託外加工費)支付國(境)外他企業(含子公司)部分   

(25)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折舊)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26)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利息)租賃期滿可取得所有權或具優先承購權部分

(27) (營造機具折舊)營業租賃部分 (運輸設備折舊)營業租賃部分

(28) (營造機具利息)營業租賃部分 (運輸設備利息)營業租賃部分

【07】 無形投入 無形投入 無形投入 無形投入 無形投入 無形投入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研究發展－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員工訓練－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市場行銷－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電腦軟體資料庫－費用支出、資本支出

【08】 創新活動 創新活動 創新活動 創新活動 創新活動 創新活動

有無新產品 有無新型態或功能顯著之營建工程 有無新商品或服務 有無新服務 有無新服務 有無新服務

新產品占營收比

有無新製程 有無導入全新或技術顯著改良之施工技法 有無新服務後檯作業 有無新服務後檯作業 有無新服務後檯作業 有無新服務後檯作業

有無新管理 有無新管理 有無新管理 有無新管理 有無新管理 有無新管理

【09】 營運數位化 營運數位化 營運數位化 營運數位化 營運數位化 營運數位化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使用電腦或網路設備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營業資訊

有無電子化銷售 有無電子化銷售 有無電子化銷售 有無電子化銷售 有無透過網路提供金融服務 有無電子化(網路)銷售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全年交易金額(萬元)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銷售給一般民眾比率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跨國銷售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使用第三方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提供行動支付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有無採行下列資安措施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使用資安產品/服務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訂定資安管理制度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設立資安單位/人員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電腦或網路設備使用方式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使用系統(ERP或CRM)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有無運用雲端運算、巨量資料分析……

【10】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跨國(境)服務交易投資布局及外資持股情形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無與國(境)外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進行服務或勞務交易方式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有無外資持有１０％以上股權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個數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１０％以上外資－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持股比例地區分布－各區域佔比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有無國(境)外分支單位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合計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分支單位家數—各區域家數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有無對國(境)外單一企業具有控制能力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合計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控制企業家數—各區域家數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萬元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期末累計投資金額各區域占比

【11】 自有品牌經營 自有品牌經營 自有品牌經營 自有品牌經營 自有品牌經營 自有品牌經營

銷售收入 銷售收入

外銷比率 外銷比率

【12】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交易金額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內－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專業技術國外－銷售、購入

【13】 有無進行廢棄物管理、回收或再生 有無進行廢棄物管理、回收或再生

有無運用再生資源或回收產品(零組件) 有無運用再生資源或回收產品(零組件)

有無透過設計，製(建)造壽命較長或有利循環的產品 有無透過設計，製(建)造壽命較長或有利循環的產品

【14】 銷售之產(商)品來源 全年營建工程施工價值 銷售之商品購自國(境)外概況

國內自行生產 施工價值－住宅工程 商品購自國(境)外銷售收入

購自國內其他企業 施工價值－其他房屋工程 委託國(境)外關係企業比重

不經我國直接交付－銷售收入、銷售成本 施工價值－公共設施工程 供貨來源各地區占比

海外生產收入－合計 施工價值－合計 不運回我國直接交付－銷售成本

海外生產收入－購自國(境)外 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住宅工程

海外生產收入－全部製程委外 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其他房屋工程

海外生產收入－後段製程委外 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公共設施工程

海外生產收入－前段製程委外 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其他營建工程

委託國(境)外關係企業比重 由業主及營建同業提供材料估計價值－合計

海外生產各地區占比

不運回我國直接交付－銷售收入、銷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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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相關網站連結網址~ 

 
行政院主計總處 普查專區網址 

https://census.dgbas.gov.tw/ICS/census.html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普查專區網址 

https://www.dbas.taichung.gov.tw/1996719/Nodelist 

網路填報系統(前台) 網址 

https://censusf.dgbas.gov.tw/ICS/ 

網路填報系統(後台) 網址 

https://censusb.dgbas.gov.tw/ICS/ 

行業查詢系統網址 

https://cas.dgbas.gov.tw/MAIN/manager/IndustryQuery.jsp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公示資料查詢網址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online-service/publicity-inquiry 

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址 

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Bar/queryInit.do 

出進口廠商登記系統-廠商基本資料查詢網址 

https://fbfh.trade.gov.tw/fb/web/queryBasicf.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