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員工進退特徵統計結果編製說明 

一、編製目的 

「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自 64 年起按年辦理，受查廠商約 1 萬家，惟迭有廠商反映蒐

集全年員工進退資料費時與困難，且相關資料於公、勞保及勞退新制相關檔案均有紀錄，

本總處爰自 97 年開始辦理運用公務檔案簡化調查問項之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自資料

時期 98 年起以公務資料取代調查之進退及年底受僱員工人數相關問項，考量避免因問項

簡化，減損相關資訊，對於調查問項簡化後無法產生之統計結果，採人力運用調查統計特

徵予以估計，以補充本調查結果表式，另對於年底員工人數特性別不易查填之薪資部分，

亦運用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編算受僱員工特性別之薪資統計結果，以增進本調查統計應用

價值。 

二、名詞定義 

(一)進入人次 

本調查與人力運用調查之調查資料時期不同，動向調查資料時期為全年資料，

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時期則為每年 5 月含 15 日之一週，因此 103 年 5 月人力運用調查

現職工作期間未滿 1 年之就業者有可能是 102 年或 103 年進入，對應至本調查時，人

力運用調查除 103 年資料外，104 年資料亦含 103 年之進入者，因此運用 103 年及 104

年人力運用調查現職為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行業別及範圍，工作期間未滿 1 年，且工作

身分為受私人或政府僱用之就業者各項特徵值之平均結構估計（前一年度轉業受僱員

工進入人次則取前一年度轉業就業者）。 

(二)退出人次 

運用 104 年人力運用調查資料中，前職符合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行業別及範圍，

且離開上次工作場所非因自營作業者或無酬家屬轉任其他工作之 103 年轉業就業

者，以及 103 年人力運用調查資料中之非勞動力或失業者，且 102 年符合薪資調查行

業別及範圍之受僱就業者估計。 

(三)平均經常性薪資 

運用人力運用調查之「你主要工作的每月收入是多少」（以下稱為主要工作之每

月收入）估計，該問項內容指受僱人員之經常性收入(如薪資、獎金、佣金、加班費、

小費等)，但不包含非按月領取之生育、教育補助金等非經常性收入。 

 

 

 

 



 

 

(四)相關名詞定義對照 

動向調查及人力運用調查定義對照表 
 

項目 97年及以前動向調查 98 年及以後動向調查 人力運用調查 

受僱

經歷 

是否初次就業-是 前一年度是否轉業-否 前一年度是否轉業-否 

是否初次就業-否 前一年度是否轉業-是 前一年度是否轉業-是 

徵募

方式 

親朋介紹 親友、師長或學校推薦 託親友師長介紹 

師長學校推薦 學校就業輔導室介紹 

應徵廣告招貼或考試 
分發 

應徵廣告招貼、參加政府
考試分發 

應徵廣告招貼、參加政府考試
分發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

求職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
求職 

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 

其他 其他 前揭未提及之徵募方式 

退出

原因 

退休(含優惠退休) 退休(含優惠退休) 自願(含優惠)退休、屆齡退休 

解僱(含資遣) 解僱(含資遣) 非自願離開原因中扣除女性結
婚或生育、屆齡退休、其他 

辭職 辭職 其餘未提及之原因 

其他退出 其他 自願及非自願離開原因為其
他者 

三、編製方法 

(一)受僱員工進退人次特性別統計 

運用本調查大行業進退人次為基準，而以人力運用調查各項特徵值（如職業、受僱經

歷、徵募方式、前職行業、現職與前職職業、離職原因）為結構，計算員工進退特徵

統計結果，其方法如下： 

1.以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建置進退人次特性別統計結果。 

2.依上述統計結果資料，計算人力運用調查資料第 i 大行業（或特性別）進退人次之

第 j 項特性別所占比率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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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x :人力運用調查第 i行業（或特性別）進退人次，第 j項特性別進退人次 

3.將動向調查資料及公務資料所得之第 i 大行業（或特性別）進退人次總數，按人力

運用調查結構攤計之。 

即 iijij YRY   

ijY ：按人力運用調查結構計算之第 i 行業（或特性別）進退人次第 j 項特性別進退       

人次 

iY ：由調查資料及公務資料計算之第 i 行業（或特性別）進退人次總數 



 

 

(二)受僱員工特性別薪資統計 

運用人力運用調查受僱者之「主要工作之每月收入」，以受僱員工之人數及其平均經

常性薪資為基準值，按大行業別、性別調整人力運用調查資料後，再以人力運用調查

受僱員工特性別資料為結構，編算統計結果，其方法如下： 

1.將人力運用調查資料中，去除非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行業別及範圍。 

2.建立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時間數列檔及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檔之大行業別、性別人數結

構，令兩矩陣為 

mnA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之受僱員工人數，m：大行業別，n：性別 

mnB ：人力運用調查之受僱員工人數，m：大行業別，n：性別 

3.計算 mnR  

mnmnmn BAR  ，m：大行業別，n：性別 

4.將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檔之人數擴大數，乘以R矩陣中對應之元素，並修正資料檔，

使其人數結構與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時間數列檔相同。 

5.由修正過之資料檔與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時間數列檔求出大行業別、性別之總人經常

性薪資結構，依前述第 2、3、4 步驟修正人力運用調查資料檔，使其「每月主要工

作之收入」結構與受僱員工薪資調查時間數列檔相同。 

6.受僱員工特性別薪資統計結果即由前述第 5 步驟修正之資料檔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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