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Research

學生數 School students

總計 千人 教育部統計處 1,000 Total

分子：教育部統計處 分子：學生數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分母：年底人口數

公立學生數比率 百分比 教育部統計處 100%-私立(%) %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 as % of total students 

淨在學率 Net enrollment rates

初等教育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4、各級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 ─ 淨在學率 % Prim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4、各級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 ─ 淨在學率 % Second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4、各級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 ─ 淨在學率 % Terti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粗在學率 百分比 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5、各級教育學齡人口在學率 ─ 粗在學率 % Tertiary education gross enrollment ratios

升學率 Percentage of graduates entering advanced levels

國中畢業生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2、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 %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畢業生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2、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 % Senior high school

高職畢業生 百分比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壹．教育概況 ＞2、各級學校畢業生升學率 % Vocational school

中途輟學學生 Number of drop-out students

國小生 人 教育部統計處 no. Elementary school

國中生 人 教育部統計處 no. Junior high school

學校 Number of schools

總數 所 no.  Total

公立學校比率 百分比 100%-私立(%) % Public schools as % of total schools

平均每班學生數 Students per class

初等教育 人 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參．教育結構 ＞5、中等以下學校平均每班學生人數 no. Prim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 人 教育部統計處 分子：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學生人數

分母：國中及高中職學校班級數

no. Secondary education

生師比 Number of students per teacher

初等教育 人 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肆．教育素質 ＞2、各級學校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 no. Prim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 人 教育部統計處 分子：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學生人數

分母：國中及高中職學校專任教師人數

no. Secondary education

國中 人 no. Junior high school

高中 人 no. Senior high school

高等教育 人 教育部統計處 大專校院概況統計＞(生師比)表A6-1 大專校院生師比—按設立別與學校級別分 no. Tertiary education

女性教師比率 Female teachers as % of total teachers

初等教育 百分比 % Primary education

中等教育 百分比 % Secondary education

高等教育 百分比 % Tertiary education

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率 百分比 教育部統計處 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表A3 - 1 教育經費占國民所得(國內生產)毛額比率 %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 of GDP

分子：教育部統計處 分子：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政府教育經費支出 (表A3 - 1 教育經費占國民所得(國內生產)毛額比

率)分母：行政院主計總處 分母：統計表＞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名目國內生產毛額(GDP)

15歲以上民間人口教育水準 Education attainment of  population aged 15 and above

國中及以下 百分比 % Junior high school and below

高中職 百分比 % Senior high school and vocational school

大專及以上 百分比 % Junior college and above

分子：科技部 分子：研究人員數 (III-1-26.歷年全國研究人員與人口數)

分母：內政部統計處 分母：年底人口數

SCI論文發表篇數 篇 II.國際間科技活動比較 ＞II-11. SCI各國論文發表篇數及名次 no. Number of annual papers in SCI

EI論文發表篇數 篇 II.國際間科技活動比較 ＞II-14. EI各國論文發表篇數及名次 no. Number of annual papers in EI

美國核准專利件數 件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 PART A1 -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As Distributed By Year Of Patent Grant＞Tables A1-1a and A1-1b no. Number of U.S. patents granted

專利 Patent

申請數 件 no. Number of patents applied

核准數 件 no.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

國人核准數 件 no. Number of patents granted-nationals

國人發明專利核准數 件 no. Number of invention patents granted-nationals

教育部統計處

提供者

政府對教育機構之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率

單位

教育成果

資料來源(含連結)

單位

資料來源(含連結)

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部統計處

占年底人口比率 百分比

LearnersUnits

Students as % of population%

教育與研究
備註

備註

學習者 單位

教育資源及環境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肆．教育素質 ＞2、各級學校平均每位教師教導學生數

教育統計指標＞中文版＞參．教育結構 ＞4、各級學校女性教師比率

單位 備註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智慧局年報專利統計＞壹、專利各類案件統計＞一、歷年專利件數統計表

智慧局年報專利統計＞壹、專利各類案件統計＞二、最近10年專利件數統計表＞（九）最近10

年本國人與外國人公告發證件數統計表

OutcomesUnits

行政院主計總處

資料來源(含連結)

Units

Providers備註

資料來源(含連結)

科技部

教育部統計處

教育部統計處

Units

Resources

百分比 %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s % of GDP

每萬人研究人員數 人 no. Number of researchers per 10,000 population

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表5 歷年15歲以上民間人口之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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