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blic Safety

全般刑案發生數 Offenses known to the police 

總計 千件 1,000 Total 

全般刑案發生率 件/10萬人 rate Crime cases per 100,000 population 

全般刑案破獲率 百分比 % Clearance rate

竊盜發生率 Crime cases of burglary and larceny per 100,000 population

總計 件/10萬人 內政部警政署 rate Total

住宅竊盜 件/10萬人 內政部警政署 警政署僅提供福祉衡量指標參考 rate House burglary

竊盜案件破獲率 Clearance rate of burglary and larceny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一般竊盜總計 百分比 重大及普通竊盜案件破獲數/發生數*100 % Larceny

住宅竊盜 百分比 內政部警政署 % House burglary

汽車竊盜 百分比 % Automobile theft

機車竊盜 百分比 % Motorcycle theft

暴力犯罪發生率 件/10萬人 rate Crime cases of violent per 100,000 population  

暴力犯罪破獲率 Clearance rate of violent crime 

總計 百分比 % Total

故意殺人 百分比 % Murder & nonnegligent manslaughter

重傷害 百分比 % Serious injury

強盜搶奪 百分比 強盜及搶奪案件破獲數/發生數*100 % Robbery and forceful taking

擄人勒贖 百分比 % Kidnapping

恐嚇取財 百分比 % Intimidation

強制性交 百分比 % Forcible rape

少年犯占刑事犯比率 百分比 少年嫌疑犯人數/嫌疑犯人數合計*100 % Juvenile delinquents as % of total offenders

被害人口率 Victims per 100,000 population

總計 人/10萬人 分子：內政部警政署 被害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rate Total

暴力犯罪 人/10萬人 分子：內政部警政署 rate Victim rate of violent crime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分子：內政部警政署 Police employees per 10,000 population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國民所得統計年報」 ＞第三章 ＞二、第 5 表 政府消費 Gov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public order and safety 

 公共秩序與安全支出/政府消費*100  affairs as % of total  government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偵查終結人數 人 法務部統計處 表3-4.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終結情形 no. Persons of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concluded

起訴人數 Number of  indictees

總計 人 no. Total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人 no. Drug

起訴率 百分比 法務部統計處 表3-4.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終結情形

偵查案件終結起訴人數/偵查案件終結人數*100

% Prosecution rate

人每萬人警察機關人員數

Investigation

no.

司法及警政消費支出占政府消費支出比率 百分比 行政院主計總處

單位

表3-4.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終結情形法務部統計處

公共安全
單位警政

內政部警政署

內政部警政署

備註資料來源 (含連結 )

內政部警政署

Police Affairs

Units檢察 備註資料來源 (含連結 )

Units

%

警察機關現有員額/年中人口數*10000

內政部警政署

暴力犯罪被害人數/年中人口數*100000

暴力犯罪被害人數=(故意殺人+擄人勒贖+強盜+搶奪+重傷

害+重大恐嚇取財+強制性交)人數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1132&CtNode=6408&mp=4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mp?mp=1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https://ba.npa.gov.tw/npa/stmain.jsp?sys=100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768&CtUnit=2561&BaseDSD=7&mp=1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66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66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3565&CtUnit=1178&BaseDSD=7&mp=4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_Detail.aspx?book_id=66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2596&CtUnit=1741&BaseDSD=7&mp=1


Public Safety(Cont.)

執行裁判確定有罪人數 Number of offenders convicted by main causes

總計 人 no. Total

公共危險罪 人 no. Against public safety

殺人罪 人 no. Homicide

傷害罪 人 no. Assault

竊盜罪 人 no. Larceny & motor vehicle theft

詐欺罪 人 no. Fraud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人 no. Drugs Offenses

死刑 人 no. Number of death sentence

無期徒刑 人 no. Number of life sentences

定罪率 百分比 法務部統計處 法務統計月報＞表12.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情形 % Conviction rate

新入監人數 人 法務統計月報 ＞表48. 監獄新入監受刑人入監時罪名 no. Number of new inmates

年底在監人數 人 法務統計月報 ＞表57. 監獄在監受刑人應執行刑刑名 no. Number of inmates at the end of current year

出獄人數 人 法務統計月報 ＞表52. 監獄出獄受刑人出獄原因 no. Number of inmates freed from jails

毒品犯占在監受刑人比率 百分比 法務統計月報 ＞表56. 監獄在監受刑人罪名

毒品犯/在監受刑人數*100

% Drug inmates as % of total inmates

假釋出獄人數 人 法務部統計處 法務統計月報 ＞表53. 監獄受刑人假釋及撤銷假釋情形 no. Number of inmates paroled from jails

緩刑比率 百分比 法務部統計處 法務統計月報 ＞表1.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案件新收與終結及執行

裁判確定情形及表14.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宣告及撤銷緩刑人數

宣告緩刑人數/判決確定有罪執行人數*100

% Number of reprieve as % of convicted offenders

火災次數 件 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統計月報 ＞7.3-火災次數按起火原因分 no. Cases of fires

火災死亡人數 人 內政統計月報 ＞7.5-火災死傷人數及財物損失 no. Number of deaths of fire calamities

火災受傷人數 人 no. Number of injuries of fire calamities

火災財物損失估值 百萬元 million NT$ Estimated property losses of fire calamities

消防人力：內政部統計處

義消人力：內政部統計處

年底人口數：內政部統計處

每萬人消防車輛數 輛 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統計年報 ＞八消防＞03.消防及救護車輛 no. Fire vehicles per 10,000 population

消防安全檢查件數 件次 內政統計月報 ＞7.1-消防安全設備查察處理 no. Number of inspection of fire prevention security 

消防安全檢查合格率 百分比 合格件次 /檢查件數*100 % Rate of qualified cases of fire prevention security

消防安全複查件數 件次 no. Number of recheck for unqualified cases

消防安全檢查複查不合格率 百分比 複查不合格件次 /複查件次*100 % Rate of unqualified cases of recheck

重大職業災害發生件數 件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勞動檢查年報(7-1勞工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害各項資料統計分析) no. Cases of serious occupational injury

重大職業災害死亡人數 Number of deaths  of serious occupational injury

總計 人 勞動檢查年報(7-1勞工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害各項資料統計分析) no. Total 

營造業 人 no. Manufacturing

製造業 人 no. Construction

重傷人數+輕傷人數

勞動檢查年報(7-1勞工安全衛生法重大職業災害各項資料統計分析)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 千分比 勞動部統計處 勞動統計年報(勞工保險6-15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千人率) ‰ Occupational Injuries Ratio per Thousandth under Labor Insurance

傷亡人數 人 內政統計年報 ＞八消防＞07.天然災害損失 no. Number of casualties from natural disasters

死亡人數 人 死亡人數+失蹤人數+受傷人數 no. Deaths 

失蹤人數 人 no. Missings

受傷人數 人 no. Woundeds

房屋毀損 戶 房屋全倒+房屋半倒 no. Number of collapsed houses from natural disasters

公共安全(續)
司法 單位

資料來源(含連結)

消防安全

監禁

法務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含連結)

單位

非監禁

備註

備註

Fire hydrants per 1,000 households

no. Firemen per 10,000 population

法務統計年報 ＞表3-6.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裁判確定情形

Units

JusticeUnits

Prisonment

法務部統計處

單位

職業災害

每萬人消防人員數

單位

座

內政部統計處

資料來源(含連結)

資料來源(含連結)

內政部統計處

重大職業災害受傷人數 人

每千戶消防栓數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資料來源(含連結)

備註資料來源(含連結)

單位

人

內政部統計處

備註

單位天然災害

內政部統計處

分子：地上及地下式消防栓數(統計資料動態查詢＞消防設施 ＞水

源)

Number of injuries of serious occupational injury

備註

勞動檢查年報(7-2勞工安全衛生法適用行業工作場所重大職業災害

死亡千人率)

no.

備註

Natural DisastersUnits

Non-Prisonment

Fire Prevention 

內政統計年報 ＞八消防＞01 消防人力、02義消人數

(消防人力+義消人力)/年底人口數*10000

Units

no.

Occupational InjuryUnits

Units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5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5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5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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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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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sha.gov.tw/1106/1164/1165/1168/#
https://www.mol.gov.tw/statistics/2452/2455/#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4
http://www.rjsd.moj.gov.tw/rjsdweb/book/Book.aspx?category_id=5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osha.gov.tw/1106/1164/1165/1168/#
https://statis.moi.gov.tw/micst/stmain.jsp?sys=100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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