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抽）查第一類資料申請單 
 

日期：   年   月   日 

序號：                   

說明：  

一、申請總處普(抽)查資料時，應根據所附普(抽)查項目清單填具申請單，向總處資料主管單位申請；總處受理申請

時，得視實際申請內容及用途予以審核，凡申請目的及用途不同者，須分案申請，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

普(抽)查資料處理及場地設備使用收費標準」予以核算費用，繳費後十個工作天內，完成資訊整理，郵寄或通知

申請人領取。 

二、為保障總處之智慧財產權，運用總處普(抽)查資訊，應載明資訊係由總處提供；且不得重製、改作、散布或發行

總處提供之普(抽)查資訊電子檔案或光碟。 

三、非經本總處書面同意，不得擅自將資料用於申請事由以外用途。 

四、不得辨識資料內個別自然人及單位之資料或隱私。 

五、申請單位(申請人)應遵守「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統計資訊授權條款」。 

申 請 單 位 

（ 申 請 人 ） 

（簽章） 單 位 負 責 人 （簽章） 

職 稱  

取 得 方 式 E-MAIL   郵寄   親自領取 

聯 絡 人  聯 絡 電 話  

電 子 信 箱  收 據 抬 頭  

聯 絡 地 址   

申 請 事 由 
(含研究計畫名稱) 

 

單 位 類 別 一般   學校或學術機構   政府或民意機關 

資料項目代碼 
（請參考普(抽)查資料項目清單填列） 

申請資料說明 資料期間 審核結果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費  用 總計新臺幣                   元整 

簽  核 承辦人         科長 

※粗黑雙框線域由總處承辦人員填寫。 

※上列費用請至銀行繳費（並請註明收據抬頭及聯絡人），銀行:中央銀行國庫局，帳號：05031003074005， 

  戶名：行政院主計總處服務費戶，即寄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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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統計資訊授權條款 

 

本總處依據職權範圍內取得或作成之各類電子資料，透過本條款與相關申請機制對相關申請單

位(申請人)釋出統計資訊，為幫助您瞭解資料授權使用之要求，請務必詳細閱讀下列內容： 

1. 依本條款規定申請之資料，未經本總處書面同意，禁止再將資料轉授權予他人利用。 

2. 利用本條款規定申請之資料，禁止重新識別該資料；如因不當利用資料致損害他人權利，則對

本總處與相關第三人負有賠償責任。 

3. 如發現可運用技術或方法進行重新識別而取得個人資料，應立即停止使用相關資料，並負有主

動通知本總處之義務。 

4. 為確保資料安全，如發現有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其他法律上利益之虞，負有主動通知本總處之義務。 

5. 如有違反法令之虞或任何正當事由時，本總處有權隨時終止全部或部分資料之授權，並通知停

止使用相關資料，申請單位(申請人)不得異議，且不得向本總處請求任何形式賠償或補償。 

6. 確認已詳細閱讀授權條款及相關規定，完全瞭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 

 

 

 

申請單位(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資料項目(代碼)：                            

 

單位負責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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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抽）查資料項目清單 

(第 1類清單) 

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3801 家庭收支調查原

始資料 

年 1981起 資料項目為家庭戶口組成

(包括稱謂、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就業及婚姻狀況

等)、家庭設備與住宅概況，

暨全戶各項經常性收入與經

常性支出(包括消費支出、非

消費支出)。 

40MB/年 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家庭收支科 

戶 號 以 流

水號處理。 

 

4101 

* 

農林漁牧業普查 

－原始檔 

5年 1980、1985、

1990、1995、

2000、2005、 

2010、2015 

農林漁牧業各業別普查資

料，如農戶家數、土地面積、

農作物生產情形、勞動力等。 

1980年--782MB 

1985年--197MB 

1990年--2826MB 

1995年--248MB 

2000年--844MB 

2005年--840MB 

2010年--1280MB 

2015年--依挑選欄

位計算 

國勢普查處 

農業普查科 

1.2015 年提

供農牧戶、林

業、獨資漁戶

臺灣地區資

料。 

2.申請 2015

年資料須加

填申請欄位

清單。 

4102 

* 

農林漁牧業普查 

－村里檔 

5-10

年 

1980、1990、

2000、2005、 

2010、2015 

農牧業、漁業普查統計資

料，如農戶家數、漁戶家數、

可耕作地面積、養繁殖面

積、農作物生產情形、勞動

力等。 

1980年--20MB 

1990年--21MB 

2000年--31MB 

2005年--33MB 

2010年--37MB 

2015年--34MB 

國勢普查處 

農業普查科 

為 維 護 個

別 資 料 隱

私，村里內

農 林 漁 牧

單位 3 家

(含 )以下

均予隱藏。 

4103 

* 

主力農家經營概

況調查 

5年 2013 資料項目包括地區別（北、

中、南、東）、農牧業經營型

態、主要經營種類、農牧業

主要工作者性別、年齡及教

育程度、農畜產品生產、銷

售、加工情形及農家收入等。 

資料量--11MB 國勢普查處 

農業普查科 

 

4203 

* 

工業及服務業普

查 

－村里檔 

5年 1981、1986 

1991、1996、 

2001、2006、 

2011、2016 

企業面： 

縣市鄉鎮村里代號、大行業

別代號、企業單位數、從業

員工人數、全年營業收入總

額、全年各項收入總額、全

年勞動報酬支出、全年各項

支出總額、全年生產總額、

全年生產毛額、年底實際運

用資產淨額、年底實際運用

固定資產淨額     

1981年 

--6.23MB 

1986年 

--6.67MB 

1991年 

--7.30MB 

1996年 

--7.94MB 

2001年 

--10.8MB 

2006年 

--13.5MB 

國勢普查處 

工商普查科 

為 維 護 個

別 資 料 隱

私，村里內

工商單位 3

家 (含 )以

下 均 予 隱

藏。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69普查資料檔格式.zip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74原始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79普查資料檔格式.zip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84原始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89普查資料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94普查資料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99普查資料檔格式.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2015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第一類資料檔案格式.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2015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第一類資料檔案格式.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2015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第一類資料申請欄位清單.docx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2015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第一類資料申請欄位清單.doc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69村里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79村里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89村里檔格式.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94村里檔格式.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99村里資料檔格式.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村里檔layout.pdf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1/102年主力農家資料格式(含擴大數).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81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86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91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96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01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06_1.txt


附件一 

 

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2011年 

--14MB 

2016年 

--14.6MB 

場所面： 

縣市鄉鎮村里代號、大行業

別代號、場所單位數、從業

員工人數、全年薪資支出、

年底使用土地面積(2011 年

無)、年底使用建築物樓地板

面積(2011年無)、全年生產

總額（1981 年無）、年底實

際 運 用 固 定 資 產 淨 額        

（1981年無） 

1981年 

--4.89MB 

1986年 

--5.28MB 

1991年 

--5.85MB 

1996年 

--6.32MB 

2001年 

--8.65MB 

2006年 

--10.8MB 

2011年 

--11.1MB 

2016年 

--8MB 

國勢普查處 

工商普查科 

4204 

* 

攤販經營概況調

查 

5年 1998、2003、

2008、2013、 

2018 

攤販營業項目、營運狀況及

經營意願等 

1998年 

--799KB 

2003年 

--981KB 

2008年 

--702KB 

2013年 

--1.45MB 

2018年 

--895KB 

國勢普查處 

工商普查科 

 

4401 人力資源調查 月 1978.01 起 年齡、教育狀況、就業者行

職業、從業身分等；失業者

失業原因與週數等；非勞動

力未參與勞動原因。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60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2 人力運用調查 年 1978 起 有偶婦女勞動參與情形、就

業者工作時間、工作收入、

現職在職時間、獲得現職方

法與工作變換情形、失業者

工作機會及希望待遇與非勞

動力就業意願等。 

9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11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105Z_1.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81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86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91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1996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01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06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c1_03_2011_2.txt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105Z_2.txt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vender_1998.xls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vender_2003.xls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vender_2008.xls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102年攤販格式（頻率）.xlsx
https://www.dgbas.gov.tw/public/data/dgbas04/bc2/vender_2018.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1N.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1N.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2.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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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4403 婦女婚育與就業

調查 

3~5年 1979~1988、

1990、1993、

2000、2003、

2006、2010、 

2013、2016 

民間女性人口之婚姻狀況、

生(養)育子女情形、料理家

務時間與進出勞動市場工作

史。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9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4 青少年狀況調查 不定期 1990、1992、

1994、1996、

1998、2001、 

2009、2015 

青少年之在學、升學意願、

工作與家庭生活狀況，休閒

活動參與情形及學用配合等

。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3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5 老人狀況調查 不定期 1989、1991、1993 老人之居住、健康、醫療、

保險、經濟狀況及對福利措

施之期望。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11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6 青少年及老人狀

況調查 

不定期 1986~1988 青少年之在學狀況、升學意

願、工作期望及理想工作條

件；老年人口之居住方式、

健康、醫療、保險、經濟狀

況及對褔利措施之期望。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7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7 國內遷徙調查 不定期 1979~1989、 

1992、2002、 

2007、2012 

臺灣地區人口在地域間之交

流狀況、遷徙原因、未來遷

徙意願，以及各地區實際居

住人口與暫離戶籍所在地人

口間之差異。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12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8 失業狀況調查 不定期 1998年 就業者從事工作性質及工作

穩定性；失業者找工作情

形、長期失業原因與對個人

經濟及生活之影響；想工作

而未找工作者停找工作原因

及怯志工作者未來復出尋職

情形。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1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09 工作經驗調查 不定期 1979、1980.01 

、1980.12、 

1982~1987、

1989、1992 

工作年齡人口過去一年有無

從事工作之經驗，其做過時

間最長之工作種類，以及非

勞動力轉變成勞動力之可能

性。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8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1997 工作年齡人口之第一份全日

工作狀況及離職原因、失業

經驗、失業者之尋職信心、

非勞動力最後一份工作狀況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3.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4.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5.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6.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7.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8.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09.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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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與停止工作年齡及原因。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4410 國民生活型態與

倫理調查 

不定期 1991、1995 國民之飲食習慣與偏好、閱

讀報章雜誌及使用大眾傳播

媒體情形、家庭生活及人際

關係、對生活品質之要求與

期望。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10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1 國民休閒生活調

查 

不定期 1988、1991、1994 國民之進修狀況、觀光旅

遊、休閒活動及社會服務情

形。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9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2 時間運用調查 不定期 1987、1990、1994 國民全日作息時間之分配，

以及勞動時間、通勤時間與

休閒時間之結構分佈。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13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3 

 

住宅狀況調查 

 

不定期 

 

1979~1989、1993 國民之居住狀況、居住用建

築物之質量情形、購建住宅

之資金來源與居住環境品

質，以及對現有住宅本體與

居住環境之滿意程度。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4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4 國民文化活動需

要調查 

不定期 1990 國民對文化活動之興趣，平

日從事文化活動種類及期望

政府推動之文化建設事項。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9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5 工作期望調查 不定期 1989 就業者選擇工作之態度、對

目前工作各項條件之滿意程

度及在心理主觀上認定之理

想工作條件順序。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8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4416 中老年狀況調查  不定期 2008 中老年勞動力狀況、經濟來

源、健康狀況、生活負擔、

居住情形與退休安養規劃。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5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中老年就業狀況

調查 

2011 中老年勞動力狀況、生活負

擔與退休安養規劃。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4 MB / 年 

4417 中高齡工作歷程

調查 

不定期 2014 45 歲以上國人總工作年

資、職涯退休規劃、家庭照

顧與負擔及養老經濟來源，

以及 45-64 歲中高齡者主要

工作經驗、45歲後工作歷程

6 MB / 年 國勢普查處 

人力調查科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0.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1.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2.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3.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4.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5.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6.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6.od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4/4417.ods


附件一 

 

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與就業者擔心失業情形。 

※鄉鎮市區代號重編，村里

代號不提供。 

4501 受僱員工薪資調

查 

原始資料 

月 1983.01 起 1983.01起抽樣資料，並依

以下原則提供：提供人數、

薪資、工時、進退等(外包派

遣不提供)。 

55 MB / 年 

起始年月-結束年月 

7201-7212 

7301-7412 

7501-8006 

8007-9006 

9007~9206 

9207~9406 

9407~9606 

9607~10206 

10207~10406 

10407~10606 

10607~10706 

10707~ 

國勢普查處 

薪資調查科 

 

4504 事業人力僱用狀

況調查（員工報酬

及進退等概況） 

原始資料 

年 1987~1994、1997~

最新 

1987~1994、1997起受僱員

工異動概況、當年內進入及

退出員工之特徵、年底在職

員工之特徵、非薪資報酬等

(提撥率不提供)。 

30 MB / 年 

76年、77年 

78年、79年  

80年、81年 

82年、83年 

86年、87年 

88年、89年 

90年、91年 

92年、93年 

94年、95年 

96年、97年 

98年、99年 

100年、101年 

102年、103年 

104年、105年 

106年、107年 

108年、109年 

國勢普查處 

薪資調查科 

 

4505 事業人力僱用狀

況調查（職位空缺

概況） 

原始資料 

年 1991~1998、2000~

最新 

1991~1998、2000起短缺員

工之狀況及僱用條件、人員

過剩及解決措施等(缺工中

文職稱不提供)。 

2 MB / 年 

80年、81年工業 

82年工業 

國勢普查處 

薪資調查科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201-7212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301-7412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501-80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007-90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007~92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207~94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407~96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607~102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207~10406salary(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407~10606salary(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407~10606salary(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607~10706salary(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607~10706salary(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706~salary(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6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7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8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79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0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1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2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3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6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7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8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9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0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1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2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3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4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5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6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7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8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9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0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1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2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3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4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5move(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6move(disk).pdf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7move(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8move(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9move(disk).xlsx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0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1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2-1human(disk).xls


附件一 

 

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82年服務業 

83年工業 

83年服務業 

84年服務業 

85年、86年 

87年、89年 

90年、91年 

92年、93年 

94年、95年 

96年、97年 

98年、99年 

100年、101年 

102年、103年 

104年、105年 

106年、107年 

108年、109年 

110年 

4601 

* 

戶口及住宅普查 

－北部地區 

10年 1980、1990 

2000 

戶口部分：戶別、戶內 人

口、婚姻狀況、教育狀況、

經濟特徵等。 

住宅部分：居住處所區分、

建築類型、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所有權、換住情形等。 

※村里代號重新編碼 

1980年--1140MB 

1990年--1201MB 

2000年--1221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1~4605

，同一年度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2 

* 

戶口及住宅普查 

－中部地區 

10年 1980、1990 

2000 

戶口部分：戶別、戶內 人

口、婚姻狀況、教育狀況、

經濟特徵等。 

住宅部分：居住處所區分、

建築類型、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所有權、換住情形等。 

※村里代號重新編碼 

1980年--592MB 

1990年--673MB 

2000年--665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1~4605

，同一年度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3 

* 

戶口及住宅普查 

－南部地區 

10年 1980、1990 

2000 

戶口部分：戶別、戶內 人

口、婚姻狀況、教育狀況、

經濟特徵等。 

住宅部分：居住處所區分、

建築類型、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所有權、換住情形等。 

※村里代號重新編碼 

1980年--870MB 

1990年--811MB 

2000年--783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1~4605

，同一年度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4 

* 

戶口及住宅普查 

－東部地區 

10年 1980、1990 

2000 

戶口部分：戶別、戶內 人

口、婚姻狀況、教育狀況、

經濟特徵等。 

住宅部分：居住處所區分、

建築類型、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所有權、換住情形等。 

※村里代號重新編碼 

1980年--100MB 

1990年--79MB 

2000年--67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1~4605

，同一年度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2-2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3-1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3-2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4-2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5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6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7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89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0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1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2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3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4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5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6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7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8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99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0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1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2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3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4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5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6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7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8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09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5/110human(disk).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6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7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6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7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6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7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6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7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9unlimited.xls


附件一 

 

資料項目代碼 資料項目 週期 資料期間 資料內容 
資料量 

及 layout連結 

資料 

提供單位 備  註 

4605 

* 

戶口及住宅普查 

－金馬地區 

10年 1980、1990 

2000 

戶口部分：戶別、戶內 人

口、婚姻狀況、教育狀況、

經濟特徵等。 

住宅部分：居住處所區分、

建築類型、總樓地板面積、

住宅所有權、換住情形等。 

※村里代號重新編碼 

1980年--9MB 

1990年--13MB 

2000年--8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1~4605

，同一年度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6 

* 

人口及居住調查 不定期 1995 人口部分：人口基本特徵、

教育訓練、健康狀況及經濟

活動等。 

居住部分：住宅現況、戶內

外環境及住屋購建裝修等。 

9.86 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4607 

* 

99年人口及住宅

普查－全臺閩地

區 

10年 2010 住宅部分：本宅居住情形、

竣工年份、樓地板面積等。 

住戶部分：住戶戶別、住宅

所有權、住進本宅時間等。 

人口部分：人口基本特徵、

使用語言、工作狀況等。 

住宅--105MB 

住戶--92MB 

人口--352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7~4609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8 

* 

99年人口及住宅

普查－縣市 
10年 2010 住宅部分：本宅居住情形、

竣工年份、樓地板面積等。 

住戶部分：住戶戶別、住宅

所有權、住進本宅時間等。 

人口部分：人口基本特徵、

使用語言、工作狀況等。 

住宅--105MB 

住戶--92MB 

人口--352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7~4609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4609 

* 

99年人口及住宅

普查－鄉鎮 
10年 2010 住宅部分：本宅居住情形、

竣工年份、樓地板面積等。 

住戶部分：住戶戶別、住宅

所有權、住進本宅時間等。 

人口部分：人口基本特徵、

使用語言、工作狀況等。 

住宅--105MB 

住戶--92MB 

人口--352MB 

國勢普查處 

人口普查科 

購買項目

4607~4609

金額超過

10,000元

者，以

10,000元

計。 

註：1.點選資料量可連結該檔之資料格式。 
2.註記「*」者之收費方式採每年每項個別計算，不得併計。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6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7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9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84unlimited.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all).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all).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all).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city).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city).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city).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town).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town).xls
https://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4/bc6/99unlimited(town).x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