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就業人口數 Employees of arts,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總計（大業別） 千人 1,000 Total

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中業別） 千人 1,000 Sports, amusement and recreation services 

占勞動人口比率 百分比 分子：歷年就業者之行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分母：表1　歷年人力資源調查重要結果（勞動人口數）

% As % of labor force

分子：文化部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職業棒球現場觀眾人次 千人次 中華職棒 關於中職＞球迷成長數 1,000 Number of attendance at baseball games

每百戶報紙份數 份 no. Number of newspapers per 100 households

每百戶雜誌份數 份 no. Number of magazines per 100 households

Average length of time spent in reading per week

報紙 時 hours Newspapers

雜誌 時 hours Magazines

經常上網人口比率 百分比 市場情報 ＞數據趨勢 ＞上網人口 % Internet subscribers as % of  total population

個人連網普及率 百分比 市場情報 ＞數據趨勢 ＞2013年我國家庭寬頻現況與需求調查-個人篇 % The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有線電視普及率 百分比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表 ＞調查報告＞

肆　家庭收支調查調查統計表 ＞一、戶為單位統計表

 ＞第十表-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

分

% Percentage of households with cable TV

分子：交通部觀光局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出國人數 千人次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歷年統計資料表下載＞

表十七　歷年中華民國國民出國人數統計

1,000 Outbound departures of nationals

平均每人出國停留夜數 夜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觀光統計＞觀光市場調查摘要＞各年國人旅遊

狀況調查報告

nights Average length of stay per outbound 

來台旅客人數 千人次 交通部觀光局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歷年統計資料查詢系統＞歷年統計資料表下

載＞表一 歷年來臺旅客統計

1,000 Number of visitor arrivals

公立公共圖書館 Public libraries

圖書借閱人數 千人次 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統計資料分析＞統計資料組合查詢＞全年圖書資訊借閱人次 1,000 Number of readers in public libraries

分子：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電影片核准發照數 部 最新文化統計數據＞電影 no. Film licenses issued

藝文展演文化活動個數 Artistic-literary activities

總計 個 no. Total

視覺藝術 個 no. Visual arts

音樂活動 個 no. Music

戲劇活動 個 no. Drama

舞蹈活動 個 no. Dance

民俗活動 個 no. Folklore

職業棒球比賽場次 場次 中華職棒 關於中職＞球迷成長數 no. Number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games

平均每人休閒娛樂和文化服務支出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e expenditure as % of 

占最終消費支出比率 final consumption

總計 百分比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肆、家庭收支調查統

計表 ＞一、戶為單位統計表 ＞第二表-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區域別分

（續三）（12類消費支出下第9類 (2)娛樂消遣及文化服務支出)

% Total

分子：中央銀行 國際收支細表(年資料) ＞經常帳 ＞B.服務 ＞旅行,借方(旅行支出）

分母：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國民所得與經濟成長＞統計常用資料（GDP)

(旅行支出/GDP)*100

公部門文化經費 百萬元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各級政府歲入歲出淨額 ＞歲出淨額按政事別分

 ＞中分類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文化支出

Million NT$ Cultural expenditure of public sector

文化與休閒
資料來源(含連結) Units

圖書館利用率

平均每人國內主要觀光遊憩區旅遊次數

全年圖書資訊借閱人次/年中人口數*100

備註

文化部文化統計＞調查與研究 ＞各年出版產業調查報告 ＞第二部分

消費者行為調查 ＞民眾閱讀報紙、雜誌的比率及平均每週閱讀時間

平均每週閱讀時間

行政院主計總處

單位活動參與

單位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就業、失業統計＞查詢系統＞年報資料查詢＞表

50　就業者之從業身分-按中分類行業分 （含總就業及大、中業別）

作品

文化與休閒支出

最新文化統計數據＞全國藝文展演活動統計

行政院主計總處

文化部文化統計

資訊工業策進會FIND

Units

Expenditure on Culture and Leisure 

%

Number of visitors to principal scenic spots 

Units單位 資料來源(含連結)

資料來源(含連結)

文化部文化統計

Activity Participation

Products備註

Percentage of library use 

備註

Culture and Leisure

文化部業務統計>全國各縣市藝文展演活動統計

出席人次/年中人口數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家庭收支調查調查統計表 ＞一、戶為單位統計表

 ＞第八表-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按區域別分

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觀光統計＞ 觀光統計月報＞ 累計月報表＞主

要觀光遊憩據點遊客人次/年中人口數

Number of attendance at  artistic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per person

觀光外匯支出占GDP比率 百分比 % Tourist expenditure to GDP

平均每人出席藝文活動次數

百分比

次

次

no.

no.

https://www.moc.gov.tw/informationlist_2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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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month2.aspx?no=194
http://admin.taiwan.net.tw/statistics/market.aspx?no=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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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42634&ctNode=518&mp=4
https://www.stat.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512&mp=4
http://stat.moc.gov.tw/
http://www.find.org.tw/market.aspx
http://www.find.org.tw/market.aspx
http://www.find.org.tw/market.aspx
http://stat.moc.gov.tw/
http://stat.moc.gov.tw/


公立公共圖書館 Public libraries

家數 家 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總館(所)+分館(所)

(彙整結果 ＞圖書館數)

no. Total

藏書冊數 千冊 公共圖書館統計系統 彙整結果 ＞圖書及非書資料收藏數量

 ＞一、圖書資料 ＞１圖書

1,000 volumes Stocks of books

古蹟 處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政府資訊公開>業務統計>古蹟概況表 places Historical sites

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體育場所及廣場面積 The area of park, green area, playground, athletic complex & square

總計 公頃
內政部統計處

營建 ＞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已闢建面積─按區域別分

hectares Total

新聞出版業 家 no. Newspaper publishers

雜誌（含期刊）出版業 家 no. Periodical & magazine publishers

書籍出版業 家 no. Book publishers

廣播電台 家 no. Radio enterprises

有線電視系統 家 no. Cable radio & T.V. systems

有線播送系統 家 no. Cable T.V. program transmission systems

電影院家數 家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說明)

 ＞按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第7次修訂(6碼)及地區別

 ＞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9影片服務、聲音錄製及音樂出版業

 ＞電影院及露天電影院

no. Movie theaters

資料來源(含連結)文化與休閒資源 單位

統計資料專區＞傳播類 ＞

傳播業者名單 ＞廣播電視事業許可家數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文化與休閒(續)
Units Resources and Outcomes備註

Culture and Leisure(Cont.)

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說明)

 ＞按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第7次修訂(6碼)及地區別

 ＞ J.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8出版業

 ＞新聞出版業、雜誌（期刊）出版業與書籍出版業

財政部統計資料庫

https://publibstat.nlpi.edu.tw/index.php?do=statistic
https://publibstat.nlpi.edu.tw/index.php?do=statistic
https://www.boch.gov.tw/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https://www.ncc.gov.tw/chinese/index.aspx
http://web02.mof.gov.tw/njswww/WebProxy.aspx?sys=100&funid=defjsp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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