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總戶數 千戶 內政部統計處 1.1-土地面積、村里鄰、戶數暨現住人口數 1,000 Number of households

住宅類型 Households by style of building

平房 百分比 % One story

2-3層樓 百分比 % Two or three stories

4-5層樓 百分比 % Four or five stories

6層樓及以上 百分比 % Apartment, six stories or over

 全國住宅戶(宅)數 Number of houses

總計 千戶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表2-1-1 住宅存量季報表 1,000 Total

核發住宅使用執照戶數 千戶 內政部統計處 8.4-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按用途別分   1,000 Number of usage license of house

住宅租金 Rent of housing

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 2011年=100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1=100 Consumer price index－residential  rent

都市地價指數 2013年=100 內政部統計處 4.8-都市地價指數 2013=100 Indices of urban land price 

住宅所有權屬 Households by tenure of dwelling

自有住宅比率 百分比 % Self-owned 

百分比 %

住宅租押比率 百分比 % Rented

其他(含配住及借用)住宅比率 百分比 % Others

住宅運用情形 Household utilization

平均每戶人數 人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年調查報告＞

參、歷年家庭收支調查主要結果表

 ＞第26表-年中戶數與平均每戶人口數按農家、非農家

person Average persons per household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 坪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年調查報告＞

參、歷年家庭收支調查主要結果表

 ＞第24表-家庭住宅狀況

           3.3 m
2 Average dwelling space per person

有車家庭停車位比率 百分比 行政院主計總處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年調查報告＞

 ( 調查報告＞肆、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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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停車位比率＋租借

停車位比率）

% Households with parking space as % of total households with private cars

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用電量 度 行政院主計總處 K.W.H. Monthly household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 capita

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用水量 台灣自來水公司 政府資訊公開 ＞「台灣自來水事業統計年報」表7 供水人口與普及率、表10 售水量 M
3

按年「臺北自來水事業統計年報」＞表2.經營績效＞每人每日家庭用水量

計算公式：分子/分母/12

分子：台灣自來水事業之普通及軍眷售水量+臺北自來水事業之家庭用水量

分母：台灣及臺北自來水事業之年中實際供水人口數(以年底值平均)

PSI>100日數占總監測日數比率 百分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 環境統計月報」 ＞綜合類 ＞重要環境保護統計指標 % Days measured with PSI>100 

一般地區第2類管制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率 百分比 % % of environmental noise unqualified in Ⅱ Noise Control Area

一般地區第3類管制區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率 百分比 % % of environmental noise unqualified in Ⅲ Noise Control Area

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百分比 內政部營建署 % % of public sanitary sewer availability

重要河川嚴重污染長度比率 百分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重要河川污染現況 % Percentage of heavy-polluted sections in the total length of  major rivers

經濟部水利署 自來水供水普及率 Percentage of unqualified drinking water as tested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統計月報」 ＞環境衛生及毒化物管理類 ＞飲用水水質抽驗檢驗結果

計算方式：

[自來水普及率*自來水檢驗不合格率+(1-自來水普及率)*非自來水檢驗不合格率]/100

垃圾妥善處理率 百分比 % Percentage of proper refuse disposal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 公斤 Kg Amount of refuse collected per capita per day

行政院主計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

住宅與環境
Housing Summary

Monthly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Living environment單位 Units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立方公尺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執行機關垃圾清理狀況

環境音量監測不合格時段數

Housing and Living Environment
Units

Owned by spouse, parents or children not living together

備註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年調查報告＞

參、歷年家庭收支調查主要結果表

 ＞第24表-家庭住宅狀況

%

資料來源(含連結)

飲用水檢驗不合格率 百分比

住宅環境

備註資料來源(含連結)單位住宅概況

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住宅比率

主計總處統計專區＞家庭收支調查＞電子書＞

＊＊年調查報告＞

肆、家庭收支調查統計表 ＞一、戶為單位統計表

 ＞第8表-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按區域別分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pip.moi.gov.tw/V2/E/SCRE0103.aspx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3/inquire/cpisplrent.xls
https://www.moi.gov.tw/files/site_stuff/321/1/month/month.html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dgbas03/bs7/Bulletin/xls/P24.xls
https://www.water.gov.tw/mp.aspx?mp=1
https://stat.epa.gov.tw/
https://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9995&Itemid=53
https://stat.epa.gov.tw/
https://www.wra.gov.tw/6950/7169/7316/7324/?Page=2&PageSize=15&type=&alias=attribute
https://stat.epa.gov.tw/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19882&CtNode=3241&mp=1
https://www.water.gov.taipei/News.aspx?n=DA1C15AA041B4A6B&sms=8F705FD45D439B2C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EnvMonitor/StatNosEnvnos.aspx?topic1=%u5927%u6c23&topic2=%u74b0%u5883%u53ca%u751f%u614b%u76e3%u6e2c&subject=%u566a%u97f3
https://erdb.epa.gov.tw/DataRepository/PollutionProtection/TrashClearOverview.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