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

零歲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總計 歲 years Total

男 歲 years Male

女 歲 years Female

原住民身分 歲 內政部統計處 years Aborigines

20歲平均餘命 歲 內政部統計處 years Life expectancy at 20 

65歲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 at 65 

總計 歲 years Total

男 歲 years Male

女 歲 years Female

零歲健康平均餘命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總計 歲 years Total

男 歲 years Male

女 歲 years Female

死亡人數 千人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1,000 Number of deaths

每10萬人口死亡率  Death rate of all caus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總計 人 rate Total

65歲以上 人 rate Aged 65 and over

每10萬人口標準化死亡率 人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rate Standardized death rate of all caus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每10萬人口事故傷害死亡率 Death rate of accidents per 100,000 population

總計 人 rate Total

運輸事故 人 rate Transport Accidents

意外墜落 人 rate Accidental Falls

按10大死亡原因分之每10萬人口標準化死亡率 Standardized death rate of leading caus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惡性腫瘤 人 rate Malignant neoplasms

心臟疾病 人 rate Heart disease

腦血管疾病 人 rate Cerebro vascular disease

糖尿病 人 rate Diabetes mellitus

肺炎 人 rate Pneumonia

事故傷害 人 rate Accidents and adverse effects

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人 rate Chronic lower respiratory diseases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人 rate Chronic liver disease & cirrhosis

高血壓性疾病 人 rate Hypertensive disease

自殺 人 rate Suicide

腎炎、腎徵候群及腎性病變 人 rate Nephritis, nephrotic syndrome & nephrosis

嬰兒死亡率 千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rate Infant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live births

孕產婦死亡率 人/10萬活嬰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ratio Maternal mortality deaths per 100,000 live births

老人日常生活起居有困難比率 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5.調查分析＞表2-5 65歲以上老人日常生活活動自理困難情形 % Percentage of senior citizens who live daily with difficulties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死因統計＞統計表＞死因統計年報

健康狀況 Health Status

Health
Units

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部統計處

單位 資料來源 (含連結 ) 備註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belong_sn=6981&sn=6982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belong_sn=6028&sn=6073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lp-1767-113.html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1132&CtNode=6408&mp=4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776-113.html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belong_sn=6028&sn=6073
https://www.moi.gov.tw/stat/node.aspx?cate_sn=&belong_sn=6028&sn=6073


健康(續)

分子：財政部國庫署菸酒管理資訊網

財政部關務署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18歲以上人口吸菸率 Smokers as % of population aged 18 and over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男 百分比 % Male

女 百分比 % Female

原住民身分 百分比 % Aborigines

18歲以上人口二手菸暴露率 Exposure to secondhand smoke among adults

家庭二手菸 百分比 % Home

法定禁菸公共場所 百分比 % Smoke-free public places

18歲以上人口喝酒比率 Drinkers as % of population aged 18 and over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男 百分比 % Male

女 百分比 % Female

原住民身分 百分比 % Aborigines

分子：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18歲以上人口嚼檳榔比率 People eat betel nuts as % of population aged 18 and over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男 百分比 % Male

女 百分比 % Female

原住民身分 百分比 % Aborigines

18歲以上人口無運動習慣比率 People physically inactive as % of population aged 18 and over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男 百分比 % Male

女 百分比 % Female

原住民身分 百分比 % Aborigines

分子：內政部統計處

分母：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每萬人病床數 床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醫療院所家數、病床數及平均每萬人口病床數 beds Beds per 10,000 population

每萬人執業醫事人員數 Registered medical personnel per 10,000 population

總計 人 no. Total

執業醫師數 人 no. Physicians

執業牙醫師數 人 no. Dentists

執業藥師及藥劑生數 人 no. Pharmacists & assistants

執業護士及護理師數 人 no. Nurses

平均每人醫療保健支出 元 NT$ Health expenditure per capita

醫療保健支出占GDP之比率 百分比 % Health expenditure as % of GDP

兒童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率 百分比 % Preventive service of child health check-up 

兒童牙齒塗氟服務利用率 百分比 % Preventive service of fluoride application  in child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利用率 百分比 % Preventive service of adult health check-up 

孕婦產前檢查目標完成率 百分比 % Preventive service of prenatal examination

婦女乳房攝影檢查服務利用率 百分比 % Preventive service of female mammography 

子宮頸抹片檢查利用率 百分比 % Use rate of Pap smear examination

健保平均門診就診率 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年報>統計表>門診就診率統計 % Outpatient rate for NHI

健保平均住院就診率 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年報>統計表>住院就診率統計 % Inpatient rate for NHI

平均每件住院日數 日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伍、醫療給付 days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分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一般病床占床率 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二、歷年醫院概況 > 表11、歷年醫院占床率─按病床別分 % Occupancy rate of general medical beds

分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食品衛生查驗不符規定比率 百分比 表、食品衛生管理 % Percentage of rejection cases in food inspection and test

食品中毒人數 人 表、食品中毒案件 no. Number of cases of food poisoning

健康危害行為 Units

備註

備註醫療資源

健康介入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單位 Units

Health(Cont.)
單位 Behavioral Risk Factors 資料來源 (含連結 )

性別統計指標報表一覽表

性別統計指標報表一覽表

菸害防制年報

備註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Interventions

分子：菸(菸酒巿場占有率分析表，國產+進口)－菸(出口總值，選取以

2402為首之11碼貨品分類)

分母：18歲以上年中人口數(人口年齡分配)

分子：檳榔消費量(消費量係以產量代替,農糧統計>公務統計>果品生產

概況)

分母：18歲以上年中人口數(人口年齡分配)

分子：年底人口數(人口年齡分配)

分母：醫療院所數

Units

資料來源 (含連結 )

國民醫療保健支出統計 ＞表一

性別統計指標報表一覽表

性別統計指標報表一覽表

資料來源 (含連結 )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歷年預防保健執行情形

分子：二、歷年醫院概況 > 表8、歷年醫院住院人日數─按病床別分

分母：年中人口數

分子：精神疾患門診件數(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 ＞統計表 ＞門診就診

率統計）

分母：年中人口數

cases Outpatient treatments for mental disorders per 1,000 population

days Averag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per person

18歲以上平均每人菸消費量 支

18歲以上平均每人檳榔消費量 公斤

平均每一機構服務人口 人

平均每人住院日數 日

每千人精神疾病門診件數 件數

no.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機構執業醫事人員數及每萬人口醫事人員數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Population served per medical care facility

kg Consumption of betel nuts per capita aged 18 and over

pieces Consumption of tobacco per capita aged 18 and over

單位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Resources

https://www.nta.gov.tw/multiplehtml/121
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03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official/OfficialInformation.aspx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35-3244-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35-3244-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918-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918-113.html#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076515B48BACD5A9&topn=CDA985A80C0DE710&upn=9CCC8B8FC8D0D450#
https://dep.mohw.gov.tw/DOS/np-1865-113.html#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865-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np-1918-113.html#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35-3245-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lp-2156-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18-2912-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18-2912-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lp-1729-113.html#
http://dep.mohw.gov.tw/DOS/cp-1718-2912-113.html#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18-2912-113.html
http://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876&pid=7346#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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