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

家庭總戶數 千戶 內政部統計月報＞【1戶政、2民政】＞表1.1-土地面積、村里鄰、戶數暨現住人口數/1000 1,000 Number of households

平均每戶人數 人 內政部統計月報＞【1戶政、2民政】＞表1.1-土地面積、村里鄰、戶數暨現住人口數 no. Average persons of a household

家庭組織型態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 ＞人口及住宅普查 ＞統計表 ＞普查統計結果表 ＞住戶之家戶型態 Types of households

夫婦比率 百分比 夫婦/總計*100 % A  married couple

夫婦及未婚子女比率 百分比 夫婦及未婚子女/總計*100 % A  married couple with unmarried child(ren)

夫（或婦）及未婚子女比率 百分比 夫（或婦）及未婚子女/總計*100 % A  father or mother with unmarried child(ren)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比率 百分比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總計*100 % Grand parents, parents with unmarried child(ren)

夫婦及已婚子女比率 百分比 夫婦及已婚子女/總計*100 % A married couple with married child(ren)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比率 百分比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總計*100 % Grand parents with unmarried grand child(ren)

單人家戶比率 百分比 單人家戶/總計*100 % One-person household 

其他家戶 百分比 其他家戶/總計*100 % Other households 

百分比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衛生福利統計專區＞ 社會福利統計調查＞ 01老人狀況調查＞5.調查分析＞表1-2 55歲以上者之家庭

組成。100-獨居-住在機構或其他

% Percentage of persons aged 65 and over living with relatives

結婚對數 對 no. Number of marriages  

粗結婚率 對/千人 rate Crude marriage rate(per 1,000 population)  

初婚率 First marriage rate  

男 千分比 ‰ Male

女 千分比 ‰ Female

初婚年齡中位數 Median age at first marriage  

男 歲 years Male

女 歲 years Female

再婚率 Remarriage rate  

男 千分比 ‰ Male

女 千分比 ‰ Female

再婚年齡中位數 Median age at remarriage 

男 歲 years Male

女 歲 years Female

15歲以上人口數 千人 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部統計年報＞二、戶政＞03.婚姻狀況 1,000 Population aged 15  and over

15歲以上人口之婚姻狀況 Marital status of population aged 15  and over

有偶比率 百分比 內政部統計年報＞二、戶政＞03.婚姻狀況 % Currently Married

離婚比率 百分比 % Divorced

喪偶比率 百分比 % Widowed

未婚比率 百分比 % Unmarried

35歲以上人口之未婚比率 內政部統計年報＞二、戶政＞03.婚姻狀況 Unmarried person aged 35 and over

男 百分比 男性35歲以上未婚人口/男性35歲以上（年底）總人口*100 % Male

女 百分比 女性35歲以上未婚人口/女性35歲以上（年底）總人口*100 % Female

離婚對數 對 no. Number of divorces 

粗離婚率 對/千人 rate Crude divorce rate(per 1,000 population) 

分子：內政部戶政司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外籍配偶 Number of marriage registrations by foreigners 

本國籍與大陸及港澳籍 China(including Hong Kong and Macao)

結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3結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新郎+新娘 no. Marriage

離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11離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男方+女方 no. Divorce

本國籍與東南亞籍 South-east Asia 

結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3結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新郎+新娘 no. Marriage

離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11離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男方+女方 no. Divorce

本國籍與其他籍人士 Other foreigners

結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3結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新郎+新娘 no. Marriage

離婚人數 人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11離婚人數按原屬國籍(按登記)。男方+女方 no. Divorce

內政部戶政司

內政部戶政司

內政部戶政司

老年人與親屬同住比率

單位

有偶人口離婚率 千分比

內政部統計處

Family
單位家庭及家戶型態 Household Type

Marriage家庭及婚姻

Units

Units資料來源(含連結) 備註

資料來源(含連結) 備註

行政院主計總處

內政部統計處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2結婚對數、初(再)婚人數(按發生)

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2結婚對數、初(再)婚人數(按發生)

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6結婚年齡中位數及平均數(按發生)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6結婚年齡中位數及平均數(按發生)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2結婚對數、初(再)婚人數(按發生)內政部戶政司

‰ Divorce rate of currently married population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8離婚對數(率)及有偶離婚率(按發生)

離婚對數(分子)*2/年中有偶人口(分母)*1000

內政部統計處

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C結婚及離婚＞08離婚對數(率)及有偶離婚率(按發生)

https://dep.mohw.gov.tw/DOS/cp-1767-3586-113.html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stat.gov.tw/lp.asp?ctNode=549&CtUnit=384&BaseDSD=7&mp=4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2/year/year.html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家庭(續)

嬰兒出生數 Number of Births

總計 人 內政部統計月報＞【1戶政、2民政】 no. Total

婚生 人 no. Legitimate

非婚生 人 no. Births outside marriage

  已認領 人 no.    Births outside marriage acknowledged by father

  未認領 人 no.    Births outside marriage unacknowledged 

棄嬰或無依兒童 人 no. Abandoned or Helpless Child

出生嬰兒中生母年齡未滿20歲比率 百分比 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B出生及死亡＞04出生按生母平均生育年齡(按發生)

生母年齡未滿20歲出生數/出生數總計*100

% Births to mothers aged under 20  of all births

出生嬰兒中生母年齡在35歲以上比率 百分比 內政部戶政司 歷年全國人口統計資料 ＞B出生及死亡＞04出生按生母平均生育年齡(按發生)

生母年齡35歲以上出生數/出生數總計*100

% Births to mothers aged 35 and over of all births

產婦初次生育的年齡中位數 歲 內政統計查詢網 出生 ＞出生人數(發生日期)生母年齡概況─按生育胎次分

生母年齡概況選「全選」，生育胎次別選「1胎」，

第1胎總計除以2，得「初產婦平均人數」，

設累計初產婦人數至X歲將超過「初產婦平均人數」，

則初產婦年齡中位數為：

X+[(「初產婦平均人數」-「累計至X-1歲之初產婦人數」)/X歲初產婦人數]

years Median age of mothers at first birth

內政部統計處

Fertility家庭及生育 資料來源(含連結) Units

Family(Cont.)

單位 備註

＞1.2-現住人口出生、死亡、結婚、離婚登記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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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