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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會課程表 
 3 月 23 日（星期二） 3 月 24 日（星期三） 

時 間 課 程 時 間 課 程 
 

  

09：00 
∣ 

09：40 
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填表說明

與審核重點 

上 09：40 
∣ 

10：20 
林業填表說明與審核重點 

 10：20 
∣ 

10：40 
休  息 

 10：40 
∣ 

11：40 
漁業填表說明與審核重點 

午 11：40 
∣ 

12：00 
漁業綜合討論 

 13：00 
∣ 

13：30 
報  到 

12：00 
∣ 

13：30 

午餐及休息 
(訪查模擬、經驗分享影片) 

 13：30 
∣ 

13：40 
主席致詞 

13：30 
∣ 

14：15 
普查重點手冊及 
網路填報作業說明 

 13：40 
∣ 

14：10 
普查概要及作業方法 

14：15 
∣ 

14：40 
填表模擬實作及說明 

下 

14：10 
∣ 

15：10 
普查名冊判定作業方法 

14：40 
∣ 

15：00 
休  息 

 15：00 
∣ 

15：15 
普查訊息傳播工作及 
普查人員協助管道說明 

 15：10 
∣ 

15：30 
休  息 

15：15 
∣ 

15：40 
普查各項作業說明、 
講師及督導員工作須知 

 15：30 
∣ 

15：40 
各業普查表 
共同注意事項 

15：40 
∣ 

16：10 
資深講師經驗分享與傳承 

午 15：40 
∣ 

17：20 
農牧業填表說明與 

審核重點 

16：10 
∣ 

17：00 
綜合討論 

 17：20 
∣ 

17：40 
農牧業綜合討論 17：00 

∣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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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手冊修正說明 

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1 P.6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普查員作業流程」 

 

說明普查員作業流程：須事先了解

當地情況，並拜訪村里長，若遇有

訪查窒礙，可請其協助排除。 
首先須確認受訪者是否符合普查對

象標準，並判定查填哪一種業別，

可當場面訪填表或留置填表： 
1.若是當場填表，完成後應現場初

核，如有錯漏，應即時詢問補

正。 
2.若是留置填表，普查表須填寫至

問項二，並留下普查簡介（填寫

統一編號、判定編號）及與受訪

者約定完成時間。受訪者可依其

意願採書面填報或網路填報： 
(1)若採書面填報，與受訪者約定時

間收表，並於收表時當場初核普

查表。 
(2)若採網路填報，請受訪者依普查簡

介操作步驟上網填報，並請其於約

定時間前上網填報完成，普查員亦

須上網確認，若未填報，則須親自

面訪回表。 
最後於普查名冊註記填表方式，

審核普查表，並整理交表。 
2 P6 第 3 張簡報 

普查期間，第 1 點修正為「指導並協助普查員

解決訪查問題」 

 

接下來說明指導員作業方法： 
訪查實施前應領取各項普查表件

及用品。 
普查期間應隨時指導並協助普查

員解決訪查疑難問題，並適時登

錄網填系統後臺追蹤回表進度，

對普查員所交之普查表詳加審

核，檢查有無缺漏及系統性問題

（含網路填報部分）。 
交表時，另將指導員用普查名冊

及指導員證等表件，一併送交審

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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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3 P.7 第 1 張簡報 
普查期間，原有簡報第 1 點刪除文字「指導

並」，修正為「協助解決問題」 

 

有關審核員作業方法： 
訪查實施前應領取各項普查表件

及用品。 
普查期間需適時指導及協助普查

員解決普查相關問題，並適時登

入網路填報系統後台追蹤回表進

度，並詳細審核普查表問項內容

及其問項間相關問題（含網路填

報部分），依表別、統一編號由小

至大排序整理裝入彙送盒。 
訪查完成後作業，除審核普查表

件外，應逐筆核對、註記、修正

普查名冊，編製 1 份完整普查名

冊，封面請註明「完整名冊」字

樣，作為「網填系統後台」名冊

登錄審核之依據。 
審核完成的普查表，併同其他表

件，送交普查處審核行政組，並

協助裝箱打包，依彙送作業方法

之日期，彙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4 P.7 第 1 張簡報後面 

新增「安全注意事項」 

 

安全注意事項：普查作業期間須注

意人身安全、疫情防範及個人資料

安全。 
在人身安全部分：為能順利平安進

行實地訪查作業，請普查員隨時留

意自身安全及注意交通安全，訪查

時應和受訪者保持一定距離，儘量

避免使用可能招致誤會的語言和

舉動，並且留意避開路邊野狗或受

訪戶(單位)寵物，以免遭到追逐或

咬傷。 
肺炎疫情防範措施：實地訪問時

適時佩戴口罩，並保持室內 1.5 公

尺或室外 1 公尺的社交距離。完

成訪查後，應保持手部清潔，並

隨時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個資安全方面：請留意所有訪查

之個人資料及相關表件(例如普查

名冊及普查表)，務必謹慎保管切

勿遺失，絕對不可以將資料洩漏

或轉作統計以外用途，以避免受

訪者的權益遭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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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5 P.28 第 3 張簡報 
刪除原有簡報最後一列文字「資料處理方式若

採審核輔助則可蓋藍色姓名章」 

 

疑難之解決 
在實地訪查過程中，若有發生疑

難問題，自己不能克服時，應隨

時與指導員聯絡解決。 
人員之簽核 
普查員應於普查表正面或反面表

末簽章。 
資料處理方式若採 OCR，簽名欄

需手寫簽名，不可蓋章，得於各

普查區第 1 張表及最後 1 張表

簽全名，其餘表簽姓名其中 1 字
代表。 
資料處理方式若採審核輔助則可

蓋藍色姓名章，勿蓋紅色姓名章。 

6 P.30 第 2 張簡報 

 

首先請各位概略瀏覽農牧業普查

表樣式，大小為 A3 版面、雙面橫

式，並採用光學閱讀（OCR）辨

識系統。 

農牧業普查表正面左上方為表

首，依序詢問組織型態與經營方

式、資源分布使用情形，以及作

物種植、家畜禽飼養情形。 

7 P.37 第 3 張簡報 

 

租借入、占用或接受委託經營 
請依據國、公有地或私有地，填

寫表上所列 2.至 4.項代號。 
這裡補充說明，租用與接受委託

經營的差異，相同點是這兩種使

用土地的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本身

的意願耕作，並自行處理收穫物。 
兩者差異在於，租用的承租期間

較長或固定，承租者主動租地經

營且須支付地主租金； 
接受委託經營的受託期間則較短

或不固定，受託者為被動接受委

託但須支付地主土地權利金或約

定的收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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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8 P.38 第 1 張簡報 

 

「2.國、公有地」 
指向政府、國營事業單位（如台糖）

租（借、占）用國有、公有地。 
包括輔導會撥給榮民耕作的土

地；山地鄉境內的公有地交由原

住民耕作；以及利用堤防與河川

間的浮覆地或新生地等公有地栽

培農作物；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公所接受行政院原住

民族委員會委託代管的原住民保

留地。 
9 P.44 第 2 張簡報 

修正最後一列文字為「並於附記欄備註主要 3
項作物名稱」 

 

注意，作物面積若少於 0.5 公畝

（約 15 坪），可省略不查填。 
如果同類作物合計面積超過 0.5
公畝時，請以該類作物的「其他」

一項查填合併面積。例如，於一

筆 1 公畝（約 30 坪）的可耕作地

種植多種蔬菜，請以「459 其他蔬

菜」合併查填，並於附記欄備註

主要 3 項作物名稱。 

10 P.49 第 2 張簡報 
修正智慧生產說明，於後增加文字「及回傳分

析應用」，並在簡報下方增列文字「以上實例均

須具有資訊蒐集及分析之連網裝置，才能視為

使用智慧生產」 

 

項目⑦使用智慧生產 
為本次普查新增項目，主要是為

了解農家智慧農業應用情形，請

依據農作物栽培期間有、無使用

智慧生產填寫代號。 
智慧生產是指生產過程中使用電

腦、網路設備或具有感測辨識功

能裝置，可自動偵測並蒐集生產

作物資訊，及回傳分析應用。舉

例來說，像是監控田間環境，如

土壤、溫溼度、病蟲害及作物生

長情形，或是使用機器人採摘果

實、駕駛衛星定位系統（GPS）曳

引機（採收機）耕作、收穫，以及

遙控可自動偵測蒐集資訊的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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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飛行載具噴藥機等，均須具有資訊

蒐集及分析的連網裝置，才能算是

使用智慧生產。 
11 P.51 第 1 張簡報 

修正智慧生產說明，於後增加文字「及回傳分

析應用」，並在簡報下方增列文字「以上實例均

須具有資訊蒐集及分析之連網裝置，才能視為

使用智慧生產」 

 

項目④使用智慧生產或架設太陽

能板 
為本次普查新增項目，主要是為

了解畜牧業者智慧農業及綠能設

施應用情形，家畜禽在飼養期

間，有無使用智慧生產或架設太

陽能板，請依實際狀況填寫代號。 
智慧生產係指生產過程中使用電

腦、網路設備或具有感測辨識功

能裝置，可自動偵測並蒐集生產

畜禽資訊，及回傳分析應用。例

如監控飼養場的溫溼度、飼料、

飲水及畜禽健康狀態，或使用密

閉水簾式飼養，或以機器人擠牛

乳等，均須具有資訊蒐集及分析

的連網裝置，才能算是使用智慧

生產。 
12 P.55 第 2 張簡報 

修正第一點為「凡 109 年內該單位以自家設備

從事初級農畜產品加工處理，不論加工後產品

為半成品或包裝成品均屬之」 

 

「1.農畜產品自行加工」 
是指 109 年內該單位以自家設備從

事初級農畜產品加工處理，不論加

工後產品為半成品或包裝成品均

包含在內。 
加工的認定，原則上需符合行業統

計分類的「食品及飼品製造業」、「飲

料製造業」及「菸草製造業」等細

項歸類，加工後產品已改變原有樣

貌或具有延長保存等特性。這裡要

特別注意的是，初級農產品的簡易

處理，例如脫穀(粒)、去莢、冷藏、

曝曬、風乾、水煮等，不能視為加

工。請注意，選項若有註記此項者，

還必須設算初級農畜產品投入「加

工」的生產價值，並將此金額計入

問項十三「2.自家（場）初級農畜

產品投入農業相關事業之生產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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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13 P.102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養繁殖類型「止水式」說明 

 

止水式是指利用雨水或抽取地表

水、地下水養繁殖外，同時混養

或種植具有淨化功能的水生動植

物維護水質，並多使用打水車或

其他曝氣設備，以增加溶氧量之

經營方式。 

14 P.102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養繁殖類型「流水式」說明 

 

流水式是指養繁殖期間不斷注入

新水源者，一般採用小型池，大

量換水方式，如養殖鱒魚、香魚、

鱘龍魚等，包含每日開啟閘門 2
至 3 次引進海水注入魚池（塭）

之半流水式經營者，常見於石斑

魚類養殖。 

15 P.102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養繁殖類型「循環式」說明 

 

循環式是指以養殖系統養繁殖水

產生物，各養繁殖池的排放水，

經由機械進行水質淨化處理後(如
沉澱、過濾、去 CO2、加純氧等)，
再將水送回各池繼續使用，常見

用於鰻魚、觀賞魚及魚蝦苗等養

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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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16 P.102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養繁殖類型「淺海」說明 

 

淺海是指利用潮間帶及低潮線以

外之淺海區域進行養繁殖者，其

經營成本較低，且無需投餌。養

繁殖種類包括牡蠣、文蛤、紫菜

及石花菜等。 

17 P.102 第 2 張簡報後面 
新增養繁殖類型「箱網」說明 

 

箱網是指利用湖泊及水庫等較大

水面或沿岸、淺海的海面設置箱

網以養繁殖水產生物者，其規格

有圓形及方形 2 種。目前屏東縣

及澎湖縣有此養殖方式。 

18 P.105 第 3 張簡報 
修正智慧生產說明，於後增加文字「及回傳分

析應用」 

 

項目⑩是詢問使用智慧生產或架

設太陽能板，所謂智慧生產是指

生產過程中使用電腦、網路設備

或具有感測辨識功能裝置，可自

動偵測並蒐集養殖水產生物資

訊，及回傳分析應用，如使用水

質及生長監測裝置，均須具有資

訊蒐集及分析的連網裝置，才能

算是使用智慧生產。架設太陽能

板是指在室內養殖池屋頂或地面

魚池(塭)上架設太陽能板，供應養

繁殖過程中的能源需求，或將收

集之電力賣回給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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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手冊 
頁數 

修正內容 
簡報 備忘稿 

19 P.107 第 3 張簡報 
修正第一點為「凡 109 年內該單位以自家設備

從事初級漁產品加工處理，不論加工後產品為

半成品或包裝成品均屬之」 

 

選項「1.漁產品自行加工」係指

109 年內該單位以自家設備從事

初級漁產品加工處理，不論加工

後產品為半成品或包裝成品均屬

之，漁產品加工的認定，原則上

需符合行業統計分類的「水產加

工及保藏業」、「動植物油脂製造

業」、「調味品製造業」及「膳食

及菜餚製造業」等細項歸類，加

工後產品已改變原有樣貌或具有

延長保存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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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路填報作業說明 
內容 備忘稿 

 

使用網填系統參考資訊如下： 
1.受訪者操作手冊：電子檔放置

於系統前、後臺登入頁面。 
2.縣市使用者操作手冊：書面資

料已經發給各位，其電子檔可

至總處網站作業專區查詢。 
3.網填系統操作懶人包及填表

教學影片：放置於本系統首頁

及總處網站專區。 
介紹「縣市使用者操作手冊」使

用的方式，請先翻開目錄頁網路

填報系統主要工作項目作業流

程，以「肆、線上審核作業：普

查員」為例來說明（請講師介紹

第 6 頁的流程，帶到該頁下方說

明參考手冊相關的頁數）。 

 

本系統作業環境需求方面，作業

系 統 應 達 到 含 Microsoft 
WindowsXP 以上的版本。 
網際網路瀏覽器建議優先使用

Microsoft Edge 或 Google 
Chrome，若使用 IE，請使用 IE11
以上的版本。 
本普查表問項較多、版面較大，

須使用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

腦，會比較好操作。 
網填系統配合實地訪問於110年
5 月 1 日上午 9 點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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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首先說明網填系統前、後臺主要

作業項目。 
系統前臺為提供受訪對象填寫

普查表；後臺主要項目有各級調

查人員審核網填普查表之功

能、輔助審核書面普查表、普查

員註記回表情形之回表記錄作

業、名冊編修登錄及其他產製統

計表等作業項目。 

 

接下來說明如何進入網填系統

前臺，以及登入頁面之輔助說

明： 
受訪對象經普查員判定後，會提

供「統一編號」、「判定編號」給

受訪者，初始密碼與「判定編號」

相同，登入後系統要求變更密

碼，請依密碼規則設定密碼，需

要大寫英文、小寫英文、數字及

特殊符號各至少 1 位，長度 8 位

以上。 
登入頁面有「公佈欄」、「常見問

題」、「操作手冊」及「填報教學

範例」等項目按鈕。 
「公佈欄」會放條列式的公告事

項，點選公告事項可以進入詳細

說明內容。「常見問題」內容為

常見受訪對象的問題及說明。

「操作手冊」為受訪對象操作網

填系統手冊。「填報教學範例」

為填寫普查表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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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1.以農牧業為例說明網填系統

普查表與紙本普查表版面差

異情形：紙本普查表版面為

A3 大小、正反兩面，問項依

序排列；網填普查表版面依問

項性質歸類，分為「問項一至

二」、「問項三至四」、「問項

五」、「問項六至九」等，填寫

普查表時請點選問項按鈕切

換問項。 
2.系統畫面填表狀態有「填表暫

存」、「傳送檢查」、「檢查完

成」、「列印填報資料」。 
(1)點選暫存鈕，提供受訪者暫

存資料。 
(2)當完成普查表，點選傳送鈕

將資料傳送及檢誤。 
(3)若欲列印填寫的普查表，可

點選列印填報資料鈕。 

 

此畫面為受訪者點選「傳送檢

查」傳送鈕後，資料未通過檢誤

的情形，請點選顯示檢誤訊息

鈕，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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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請觀看錄製的填寫普查表教學

影片，片長時間約 5 分鐘。 

 

此為系統後臺的登入畫面。 
普查處幹事於行政作業管理系

統建置各級調查人員基本資料

後會產生人員帳號，普查處幹事

應通知使用者登入帳號，初始密

碼為身分證後 4 碼。 
進入後系統會要求變更密碼，請

依密碼規則設定，需大寫英文、

小寫英文、數字及特殊符號各至

少 1 位，長度 12 位以上。 
請各位將新密碼寫下來保管

好，俾利日後忘記密碼可以自行

查找（請講師提醒調查同仁，根

據人口及住宅普查經驗，於網填

系統變更密碼後請立即手寫記

錄下來，方可減少密碼查詢作

業）。 



14 
 

內容 備忘稿 

 

介紹網填系統後臺版面，請翻開

網路填報系統操作手冊第 21
頁。 
登入後畫面架構分成三個部分： 
1.「上方列」固定顯示於上方，

有顯示登入者姓名、系統即將

自動登出的時間，重新計時

（使用時若需要重新計算登

出時間，可以按下重新計時

鈕，系統會重新計算時間）、

登出按鈕、重要訊息（以跑馬

燈方式顯示）、變更密碼（按

下變更密碼鈕，將進入變更密

碼畫面，依畫面提示進行密碼

變更）。 
2.「功能目錄區」固定顯示在左

方，依使用者職務角色顯示具

有權限之功能。 
3.「程式作業區」依功能目錄區

的選擇而顯示。 
其他系統常用共用按鈕請參考

手冊第 24 頁。 

 

普查員、指導員及審核員審核網

路回表普查表作業程序大致相

同，當普查表資料審核完畢後按

下存檔鈕，即進行檢誤。 
若有未通過檢誤情形者，按下顯

示檢誤訊息鈕開啟訊息說明，請

依訊息內容進行修改，直到普查

表通過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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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按下顯示檢誤訊息鈕後，出現檢

誤結果如畫面所示。 
若須確認資料合理性，其訊息亦

會出現於檢誤結果，確認合理性

的檢誤代碼會有英文字母「F」，
如 08103F3，請依訊息內容指引

確認或修改。 

 

各業別普查表問項最後皆有合

理性確認檢核表（請翻開網路填

報系統操作手冊第 67～68 頁）。 
審核資料遇有檢核表所列情形

時，請再次確認檢核表內容，並

於相關項目打勾註記。 
若檢核表所列項目未經確認打

勾，將會出現於檢誤訊息。 

 

網填系統「回表及審核情形」功

能可以看到普查工作人員責任

區（普查區或指導區）名冊內每

一筆資料回表進度及審核情形。 
可由上方查詢區給定條件過濾

名冊，顯示每筆受訪對象應填之

普查表回表及審核狀態，例如：

是否為新增對象？網路回表、書

面回表或未回表情形；普查表回

表或審核等作業狀態；是否通過

檢誤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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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進度控管方面，普查員於網填系

統「回表記錄作業」功能，註記

責任區之受訪對象書面或網路

回表情形，若未能回表，請於「未

能回表」欄位下拉選擇未能回表

原因代號。 
本項作業結果應與紙本名冊一

致，遇「3 未符合普查對象標

準」、「4 重複、併入他戶（單位）」

或「8 其他」時，請記得於紙本

名冊備註欄寫下原因。 

 

網填系統稽催作業功能，提供普

查處或普查所依普查區進行稽

催使用，可以設定回表完成率傳

送 E-mail 稽催訪問進度，也可以

匯出稽催名單。 

 

網填系統判定結果統計表功能
之類別欄位，請下拉選取「判定
結果家數統計表」。 
此表單內容係依回表記錄作業
執行結果統計，普查員完成訪問
工作後可由此下載判定結果家
數統計表，系統將自動帶出「普
查區劃分家數」、「新增家數」、
「未回表家數」等欄位資料，其
餘「年底有耕作地出租借或委託
他人經營家數」及實際填表數等
欄位資料，因須完成名冊編修登
錄作業系統才會自動計算，因此
普查員下載判定結果家數統計
表時，請將「不列印實際填表數」
打勾註記，並依紙本名冊註記結
果核對及填寫空白欄位資料，俾
利核算調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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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普查訊息傳播工作及普查人員協助管道說明 
內容 備忘稿 

 

為期社會各界均能了解政府舉

辦農林漁牧業普查的重要性，並

加深民眾對普查之印象，提升配

合意願，特別強化普查訊息宣傳

廣度與能見度，主要項目如下： 
一、報紙媒體刊登：普查期間

（5/1~5/14）於四大報之地方

版，搭配發行宜、花、東更生日

報，刊登普查訊息。 
二、雜誌媒體刊登：在 5/1~6/1
訊息傳播期間分別於鏡周刊、周

刊王、農友月刊、漁友月刊、鄉

間小路、豐年、農訓，告知普查

資訊。 

 

三、布幔、海報及 LED 電子看

板：3/2 起透過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農委會、原民處、農漁會、

農田水利署等農漁民較常出入

之場所，及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醫院等重要公眾場所等，張

貼海報、懸掛布幔及播放普查訊

息跑馬燈。另農漁會等單位配合

於刊物刊登廣告，告知普查資

訊。 
 

 

四、廣播短劇及電視短片宣傳： 
(一)媒體託播：於 4/27~6/30 進

行電視及廣播廣告媒體託播；另

於 5/1~5/14 搭配東森晚間新聞

主要時段以口播方式露出普查

訊息。 
(二)公益託播：4/1~6/30 於臺鐵

火車站、國道高速公路服務區、

民用航空局等數位多媒體 LCD
電子看板播送電視短片；另於

4/1~6/30透過行政院新聞傳播處

及地方有線電視公司等公益託

播管道，於有線及無線電視、廣

播電台放送普查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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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三)戶外媒體託播：於 5/1~5/15
安排廣播宣傳車繞行 15 大農業

縣市露出普查訊息；並5/15~6/14
於國光客運全台 40 站電視聯播

普查電視短片；並於 5/1~5/31 刊

登臺鐵車廂海報。另製作垃圾車

隨車播放帶供縣市垃圾車或資

源回收車播送普查訊息。 
 

 

五、網路宣傳及行動數位資源： 
(一)網路宣傳：於行政院主計總

處網站設置「109 年農林漁牧業

普查專區」提供普查資訊、於

youtube 上載普查短片，以降低

民眾受訪疑慮；於東森新聞

Youtube 影音議題操作、Google 
banner 廣告、Google 關鍵字搜

尋、東森新聞 Facebook 議題影

音操作、Line banner 廣告宣傳普

查訊息。 
(二)行動數位資源：5/1~5/15 於

全臺發送普查訊息簡訊。 
 

 

六、全國性記者會：於 4/27 邀

請主計長及電視、平面媒體假行

政院新聞傳播處召開全國性記

者會宣傳普查啟動。 
七、提供查證管道：內政部警政

署 165 反詐騙專線、行政院主計

總處免付費電話 0800-007589 轉

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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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備忘稿 

 

普查人員於普查期間面對受訪

戶（單位），執行訪問或網路填

報作業，若遇有訪查窒礙及問項

疑義等相關問題時，其協助管道

說明如下： 
一、民眾質疑身分：普查人員名

冊已放置於鄉（鎮、市、區）公

所及村（里）長辦公處提供受訪

戶（單位）查詢，或請民眾上行

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牧業普查

專區網站查證普查員身分。 
二、訪查問題方面：可查找重點

手冊及普查作業手冊等書面資

料，或上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

牧業普查作業專區網站查詢電

子檔，普查問題疑義解釋請參考

普查作業手冊附錄（肆）。另有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提供

地區農作物或漁產品之產量、價

格參考資料。 

 

三、網路填報作業方面：網路填

報系統登錄頁面提供受訪者操

作手冊、填報教學範例及常見問

題集，並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

漁牧業普查作業專區網站提供

調查工作人員操作手冊及網填

操作說明懶人包。 
四、受訪戶（單位）拒訪：普查

員執行統計調查工作時，應確實

佩戴普查員證（亦可同時出示服

務單位職員證佐證身分），遞上

致受訪戶（單位）函，說明普查

目的與用途及依統計法受訪者

應據實答覆之權利義務，並主動

告知查證管道如 165 反詐騙專

線 、 總 處 免 付 費 電 話

0800-007589 轉 11~13、縣市政

府主計處、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

長辦公室電話，給予查證機會。

若經多次溝通處理仍無法順利

訪問，可請指導員、村（里）長

協助解決訪查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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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普查各項作業說明 

一、農林漁牧業相關參考資料（本總處已請各縣市蒐集並發送各級調查人員） 

◎事前了解各鄉鎮從事農業之經營特性、產量及價格等資訊，有助於實地訪

查問項之掌控如經營種類或銷售收入等，請參考各縣（市）編製之農林漁

牧業相關參考資料。 

二、工作酬勞及保障  

(一)工作酬勞（手冊第 5 頁） 

調查人員  
項目別 

 

普查員 指導員 審核員 備   註 

調查費 

（元／份） 

從事農林漁牧業 130 
－ － 

調 查 酬 勞
費 於 普 查
工 作 結 束
後 一 次 支
付 

未從事農林漁牧業 55 

指導費 

（元／份） 

從事農林漁牧業 
－ 

16 
－ 

未從事農林漁牧業 10 

審核費 

（元／份） 

從事農林漁牧業 
－ － 

16 

未從事農林漁牧業 10 

可耕作地持有人表填表費 

（元／家） 
10 － － 

未回表訪查費（元／家） 17 － － 

未回表檢核費（元／家） － 3 3 

書面填表資料審核輔助費【含 CAPI費】 

（元／份） 
10 由指定人員

支領 

普查名冊 

編修登錄費 

回 表（元／家） 3 由辦理核校
並登錄更正
資料之人員
支領 未回表（元／家） 1 

(二)團體傷害保險：參與本普查之民間人士（如普查員、指導員等），於執行

調查任務期間，統一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產物保險之團體傷害保險。 

(三)傷病慰問金：各級普查人員及陪同調查人員，如因辦理普查工作受傷或

患病，得由各該普查組織專案層報行政院主計總處，並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以最速件送由總處酌發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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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查員工作須知（手冊第 9～11 頁） 

(一)親自訪問、審核、分批交表：5 月 15 日起至少每隔 15 天分批彙送指導員，

並於 6 月 30 日前彙送完畢。 

(二)普查通知單：本普查已印製明信片通知單，普查前若須事先通知受訪戶

戶約定訪查時間，請依需求使用。 

(三)致受訪戶（單位）函：協助向受訪戶（單位）說明來意或作為聯繫訪問

通知用。 

(四)普查員認證管道 
1.上網查詢：利用行政院主計總處 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專區網頁之「普

查員查詢系統」，提供民眾依據普查員之姓名及普查員證編號進行查證。 
2.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辦公室：利用行政作業管理系統列印

普查員認證表，放置於各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辦公室，供

受訪戶（單位）查詢。 
(五)來訪未遇通知單：首次造訪該住所或場所，若無人回應時，可先詢問鄰居

或村里長，確認受訪者確實居住此處，再留下「來訪未遇通知單」（附於

普查作業手冊及實地訪查重點手冊之最後一頁），並填寫好「普查員姓名

、編號」、「聯絡電話」及「預定訪問時間」，告知受訪者下次拜訪時間。 

四、指導員工作須知（手冊第 13~15 頁） 

(一)普查期間：協助普查員解決疑難問題。 

(二)分批收表：與普查名冊核對並填寫「指導員收退普查表紀錄表」。 

(三)普查表審核：依各業別審核方法（手冊第 116 至 138 頁），進行初審。 

(四)於 7 月 5 日前完成所指導普查區普查表件送交審核員。 

五、審核員工作須知（手冊第 15~16 頁） 

(一)分批收表：與普查名冊核對並填寫「審核員收退普查表紀錄表」。 

(二)普查表審核：逐表逐項依審核方法（手冊第 116 至 138 頁），進行審核。 

(三)普查表彙送：各業別依統一編號由小到大排列，彙送裝盒（詳如行政手

冊 63~66 頁）。 

(四)於 7 月 28 日前依規定時間將普查表件彙送本總處（各普查處彙送日期詳

如行政手冊 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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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講師及督導員工作須知 

一、普查工作任務分工 

(一)一般調查：由縣（市）普查處及鄉（鎮、市、區）普查所普查員負責訪

查填表工作。 

(二)專案調查：由部會普查員及各縣（市）普查處幹事循行政體系負責辦理

填表工作。 

二、講師講習工作須知 

(一)參加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會。 

(二)複習各項教材 
1.普查作業手冊。 
2.實地訪查重點手冊（務必詳讀）。 
3.講師及督導員研習手冊。 
4.網路填報系統操作手冊。 
5.普查行政手冊。 

(三)彈性調整授課內容：依所負責講習縣（市）之農林漁牧業特性，彈性調

整授課時數及內容（可至 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作業專區，參考 109 年

普查講師勤前會議中 104 年普查縣市參考資料之各縣市普查結果提要、

家數分布地圖及主要農漁產品生產概況等資訊）。 

(四)自行預先演練講課：應控制各單元講課時間。 

(五)隨時瀏覽本總處最新資訊：進入本總處 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作業專區

（網址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census.html），尋找有關訊息。 

(六)實際講課 
1.下載普查作業專區最新簡報檔，預先確定勤前會議會場位置及講習設備

狀況，提前到場並攜帶勤前會議所需表件資料。 
2.注意聽講人員反應，維持場內秩序，並解答各項疑問。 

(七)有獎徵答：講師應依本總處預訂之課程表（詳附錄一），妥適安排講述順

序及速度，並於課程間穿插有獎徵答（參考問題由本總處提供，每班次

總處提供有獎徵答獎品 3 份，各縣市得依自行提供獎品份數，增加有獎

徵答次數），以提升學習效果。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cens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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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督導員督導工作須知 

(一)於 5/10 至 5/14、5/31 至 6/4，分 2 期進行。各期督導期間得視縣（市）需

求酌予調整，並請各督導員於每梯次督導期前 2 星期，事先與縣（市）

普查處聯繫確定督導日程及項目，並知會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許雅琳

小姐，電話：（02）23803564。 

(二)協助解決普查工作各項疑難問題。 

(三)實地訪查初期抽核每一普查員之普查表至少 3 份，以及早發現問題並協

助解決。督導各審核員確實辦理複審工作，並抽核每一審核員審核過之

普查表至少 5 份，如發現有錯漏或未合規定者應予糾正。 

(四)出席縣（市）工作會報，加強填表說明及審核方法等之溝通。 

(五)應注意督導縣市是否依規定期限完成各項作業，確實掌握普查作業進度，

如有落後，應督促趕辦，必要時應協調有關機關、人員予以支援。  

四、相關規定事項 

(一)講師鐘點費：各普查處須於行政作業管理系統登錄各地方講師之姓名及講

習時數，於備註欄加註會議日期後，編製「勤前會議講師鐘點費領款清冊

」，俾利講師鐘點費支付。中央與地方講師應於該講習縣市所有勤前會議

完成後，由中央講師填寫「講師鐘點費檢核表」（附件 1），並請地方講師

簽名，於 5 月 7 日前交農業普查科陳元彙辦；每班次報支 6 小時，每小時

800 元（同班次中央及地方講師鐘點數各 3 小時），款項將於審核手續完成

後逕撥入中央講師帳戶，地方講師之鐘點費報支則由各縣市普查處辦理。 

(二)每位講師須填寫「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講師用）」及「普

查勤前會議問題及意見紀錄表」：每位講師對所擔任講習之普查處，綜合

各班次講習情形，每 1 班就考核項目分別予以評分，於勤前會議結束後，

填寫 1 張「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講師用）」（附件 2）；並

於勤前會議全部班次結束後彙整填寫「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勤前會議問

題及意見紀錄表」（附件 3）。 

(三)每位督導員須填寫「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督導員用）」及

「各期督導工作報告」：每位督導員對所負責督導之普查處，綜合各期督

導情形，每 1 普查處就考核項目予以評分，於督導工作結束後，填寫 1
張「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督導員用）」（附件 4）；並於每

期督導工作完成後，應就督導情形（包括督導地區、發現問題及抽核普

查表之情形等）各填寫 1 張「督導工作報告」（附件 5），俾利及時解決普

查發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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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綜合討論 

一、講師應就勤前會議參加人員所提問題，依據各項作業規定，詳加解答。 

1.若無法於當場解答者，應彙送本總處統一解答。 

2.詳為記錄重要建議事項，分別彙送本總處或當地普查處（所）參考。 

二、講師於課程講授中未及或遺漏講解部分，應利用本綜合討論補充。 

三、提醒講習參加人員，勤前會議後務必再詳加研讀普查作業手冊及重點手冊，

有問題時請先與指導員、普查處聯繫。 

四、感謝參加人員辛勞，請大家務必注意人身安全，並依照規定時間完成工作，

祝順利圓滿達成普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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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講師鐘點費檢核表 

     縣（市）農林漁牧業普查處 
 

中央講師姓名：_______________ 

會議 
日期 

會議地點 

中央 地方 

時數 
總計 

講師 
鐘點費 
總計 時數 

講師 
鐘點費 
小計 

時數 
講師 

鐘點費 
小計 簽名欄 

A B C D A+C B+D 

                

                

                

                

                

                

                

                

                

                

                

                

註：1.勤前會議講師鐘點費每小時 800 元，每班次以 6 小時報支，同班次中央及地方講師各

3 小時（每場會議之 A+C 欄位應為 6，B+D 欄位應為 4,800 元）。 
  2.中央講師填寫完成「講師鐘點費檢核表」後，須請地方講師簽名，並於 5 月 7 日前送

交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陳元彙辦。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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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講師用） 

普查處
名稱 ：  參加本場次              

普查所名稱 ：  勤前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考  核  項  目 配分 
(％) 細項 

宜
加
改
善 

適
度
合
宜 

認
真
周
詳 

說明 

一、籌劃勤前會議作業

周全，會場布置井

然有序。 
20 

會場硬體設備（電腦、麥克風、投影機等）
準備及運作情形     

一、每一班填寫 1 張，但

該班若有 2 位以上之

講師，應各填 1 張。 
二、評分方法：應依各細

項分別審核，再行計

算合計分數。  

(一)各細項之審核，請依

宜加改善、適度合

宜、認真周詳之程度

於各欄註記「ˇ」。 

(二)合計之分數，以考核

項目配分及細項評分

代入公式後計算加

總。 

三、合計分數會自動產

出，最高為 90 分，最

低為 80 分；若該講習

班次有其他績優具體

事實可另行敘明。 

會場布置及環境清潔情形     

二、參加勤前會議人員

所需資料，依規定

轉發。 
15 

會議所需表件發放情形（如普查作業手

冊、實地訪查重點手冊、各業別普查表、

致受訪戶（單位）函及普查名冊等資料） 
    

會議所需物品發放齊全（如普查員證或指

導員證、文具用品等） 
   

有轉知農漁重要產品單位產出及價格等

參考資料，且其資料周詳完整 
    

三、參加勤前會議人員

準時出席，對未出

席者處理適當。 
30 

參加人員是否準時出席會議，無早退情形     

普查所主要負責人員（如總幹事及以上人

員）全程參與會議 
    

出席率(分為 100％、95%～未滿 100%、 

95％及以下等 3 種情形) 
    

四、勤前會議過程秩序

良好，學習情緒

佳。 
35 

參加人員上課能專心聽講     

參加人員上課無睡覺情形    

參加人員能主動踴躍提問    

參加人員上課反應良好，回答問題積極

（如有獎徵答情形） 
     

講師簽章 

 

合計  

經驗分享 
課程 

1.□有經驗分享在地化資訊(如縣市某區盛產葡萄一年 2 收，且當地多使用簡易塑膠布溫網室設施栽
培，【問項四】應注意之設施栽培種類、【問項十二】加強詢問 2 期採收臨時人力投入情形、【問
項十三】收入問項須有 2 期的收入等)。 

2.□有提供在地化資訊給普查工作人員參考運用(不含縣市蒐集編製之農林漁牧業價量參考資訊)。 

3.□有分享訪查經驗。 

4.經驗分享總時間             （分鐘） 

績優具 
體事實 

 

每位講師對所擔任講解之普查組織，綜合各班次講習情形，每一班就考核項目分別予以評分，於勤前會議結束
後，請以電子檔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王藝臻彙辦。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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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勤前會議問題及意見紀錄表 

縣市：                 講師：               

問題或意見 處理情形 

  

  

  

  

  

  

  

  

  

紀錄表於會議後以電子檔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 <agr@dgbas.gov.tw> 

附件 3 



28 
 

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各普查處行政作業績效工作考核表（督導員用） 

普查處名稱： 

考核項目 
配分 
（％） 細項 

宜

加

改

善 

適

度

合

宜 

認

真

周

詳 

說明 

一、策劃普查業務周

全，內部分工適

當。 
10 

主計、農業、民政、新聞等相關單位之
合作情形 

   一、每一普查處填寫 1
張，但該普查處若
有2位以上之督導
員應各填 1 張。 

二、評分方法：應依
各 細 項 分 別 審
核，再行計算合計
分數。 

(一)各細項之審核，
請依宜加改善、
適度合宜、認真
周詳之程度於各
欄註記「ˇ」。 

(二)合計之分數，以
考核項目配分及
細項評分代入公
式後計算加總。 

三、合計分數會自動
產出，最高為 90
分，最低為 80
分；若該普查處
有其他績優具體
事 實 可 另 行 敘
明。    

普查員認證及查詢管道建置情形    

二、確實督促實地普查

工作，掌握普查進

度。 
15 

各級工作人員進度掌控及督促情形    

普查員、指導員及審核員對於普查內容
及負責業務之了解及投入情形 

   

三、切實辦理普查工作

會報，使各級普查

人員意見得以溝

通。 

25 

工作會報人員出席及提問情形    

普查所總幹事或普查處組長以上參與
會議情形 

   

四、適時解決實地普查

人員困難，使普查

工作圓滿完成。 
15 

指導員協助解決普查員實地訪查問題
情形 

   

普查期間各項通報及規定事項之傳達
情形 

   

受訪對象拒訪之處理情形    

五、普查訊息傳播工作

均能配合業務要

求，使普查工作順

利推展。 

10 

運用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之普查訊息
傳播經費及物品辦理訊息傳播工作情
形 

   

運用地方各項資源辦理普查訊息傳播
作業情形 

   

六、普查表收退作業完

善，整理彙送作業

有條不紊。 
10 

指導員依規定辦理收退表作業情形    

審核員依規定辦理收退表作業情形    

普查組確實完成縣市專案調查作業    

普查表保持乾淨、沒有汙損    

七、認真審核普查表，

提升普查資料品

質。 
15 

指導員、審核員表件審核情形    

每一普查區未回表原因及複查情形    

績優具 
體事實 

 

合計   

督導員簽章  

每位督導員對所負責督導區域內之普查組織，就考核項目分別予以評分，於督導工作結束後，請以電子

檔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王藝臻彙辦。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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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第  期督導工作報告 
 

督導地區 縣（市） 

督導員 

簽章 
 

督導日期 
110 年   月   日至 
110 年   月   日 

日期 110 年   月   日 

督導工作報告： 
一、調查及審查工作進度（請分別填寫調查、審查完成之份數及百分比率） 
 
 
 
 
 
 
二、疑難解釋重點及困難問題解決結果 
 
 
 
 
 
 
三、建議事項（請就行政及調查等相關作業填寫改進意見） 
 
 
 
 
 
 
四、其他 
 
 
 
 
 
 

每期督導工作完成後應填寫督導工作報告，並以電子檔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

許雅琳<yalin@dgbas.gov.tw>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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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普查勤前會議課程表 

8：40 
∣ 

9：00 
報  到 

 9：00 
∣ 

 9：10 
主席致詞 

 9：10 
∣ 

 9：30 
普查概要及作業方法 簡報 20 分鐘 

 9：30 
∣ 

10：20 
一、普查名冊判定作業方法 

簡報 40 分鐘 
＊名冊範例、判定結果家數統計

表說明 20 分鐘 

二、討論與有獎徵答 10 分鐘 
10：20 
∣ 

10：30 
休      息 10 分鐘 

10：30 
∣ 

12：00 

一、各業普查表共同注意事項 簡報 5 分鐘 

二、農牧業填表說明與審核重點 

簡報 65 分鐘 
＊問項一至五簡報 45 分鐘 
＊問項六至十四簡報 20 分鐘 

講師補充審核重點 10 分鐘 

三、討論與有獎徵答 10 分鐘 
12：00 
∣ 

13：00 
午餐及休息 60 分鐘 

＊播放模擬訪查與經驗分享影片 

13：00 
∣ 

14：30 

一、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填表說明與
審核重點 

簡報 15 分鐘 
講師補充審核重點 5 分鐘 

二、林業填表說明與審核重點 簡報 15 分鐘 
講師補充審核重點 5 分鐘 

三、漁業填表說明與審核重點 簡報 30 分鐘 
講師補充審核重點 10 分鐘 

四、討論與有獎徵答 10 分鐘 
14：30 
∣ 

14：40 
休      息 10 分鐘 

14：40 
∣ 

16：00 

一、普查重點手冊及網路填報作業
說明 

講師補充 25 分鐘 
網路填報教學影片播放 5 分鐘 

二、填表模擬實作及說明 實作影片播放 5 分鐘 
實作範例背景說明及模擬實作 15 分鐘 

三、經驗分享 資深普查員或指導員經驗分享 30 分鐘 

16：00 
∣ 

16：2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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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特色 

一、精進普查問項，支援政策需求：本次普查除掌握普查核心問項外，並配合

農業發展趨勢，納入專業分工、重要農產品銷售分配情形，並強化安全、

綠能及智慧農業、農業外僱人力等資訊，以發揮普查支援決策之功能。 

二、運用大數據方法與技術，整編普查名冊：以前次普查為基礎，賡續整合農

業生產、保險、土地等公務及相關調查資料，編製最新農林漁牧業經營者資

訊，以提升普查對象掌握確度，提高調查效率。 

三、善用資訊技術支援普查作業，首次推動網路填報：因應國人數位化程度日

益提升，為方便受訪者提供普查資料，增進配合意願，首次推動網路填報

，提供多元管道填報資料，減輕普查同仁工作負擔。 

四、結合媒體發展趨勢及農家特性，提升普查宣導效果：協調運用農政單位及

農漁會等民間團體數位傳播平臺，並加強在地化宣傳，深入農民生活場域

及集會場所，提升普查訊息對目標族群之觸及率。 

五、規劃建置農業普查資料庫，加值資料應用範疇：運用歷次普查資料，整合

經營單位的資源、生產、勞動力及收入等重要特徵，建置農業普查資料庫

，加值普查資料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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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問項設計說明 

本次普查除掌握普查核心問項外，並配合農業發展趨勢，蒐集農漁用地多

元利用情形；強化安全、綠能及智慧農業；周延農業勞動力；掌握農家人口特

性；調整農家收入、產銷及設施情形；周延農畜服務作業機械；蒐集林下經濟

作業等資訊，提升普查支援決策功能。新增及強化項目說明如下： 

一、蒐集農業用地多元利用情形：增列農地主要利用目的「架設太陽能板」選

項，新增畜牧用地及養殖池「架設太陽能板」問項。 

二、強化安全及智慧農業：新增「可耕作地取得有機驗證」、「農產品取得產

銷履歷驗證」及「農作物、家畜禽及水產生物使用智慧生產」問項。 

三、周延農業勞動力：新增「農牧業生產階段委託農事及畜牧服務業者作業情

形」及「僱用人力工作日數投入情形」問項。 

四、掌握農家人口特性：新增「戶內家庭生計負責人」、「有無從事自家農（漁）

業以外工作」及「戶內新進從農者」問項。 

五、調整農家收入、產銷及設施情形：新增「自家農（漁）業淨收入是否為家

庭主要收入來源」、「農（漁）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魚池（塭）

型態」，並調整「農（林、漁）業經營情形」、「農地所有權屬分類」、

「農業設施栽培種類」等問項。 

六、周延農畜服務作業機械：新增「用於智慧生產用途之農業機械」及「各主

要服務農畜種類使用農業機械情形」問項。 

七、周延森林作業項目：新增「林下經濟作業及其產品銷售收入」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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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業普查表問項設計說明 

分
類 問項 目的 

組
織
及
經
營
方
式 

一、貴戶（場）經營組織型態為何？ 

 
(一)經營組織

型態 

1.農牧戶 
農牧場： 

2.獨資 3.合夥  
4.公司 
5.農會、合作社、 
產銷班 

6.政府機關、學校
7.其他 

了解農業經營單位家庭戶及非家庭
戶之經營特性。 

 
(二)109 年底戶內人口 了解農家家庭人口組成及戶量變動

情形。 

二、109 年全年農牧業經營情形為何？ 

 1.生產農畜產品（含僅種綠肥） 
2.未生產但有提供休閒服務 
3.暫時休耕或停養 4.無意願生產 

依實際經營情形填寫相關問項，減
輕填表負荷。 

資
源
分
布
及
使
用 

三、109 年底可從事農作物栽培的可耕作地及人工鋪面面積有多少？ 

 
①連續編號 依農地連續編號填寫該筆地作物種

植情形。 

 
②類型 1.可耕作地 

2.人工鋪面 

為了解農業經營單位於溫網室、菇
舍、植物工廠等設施從事農作物栽
培情形，詢問農地鋪設水泥、瀝青
等不能回復為可耕作地之人工鋪
面類型。 

 
③年底面積 蒐集農地資源及其座落位置資訊，

了解資源分布、變動及運用情形。 
 

④所在地區 

 
⑤所有權屬 

1.自有自用 
2.國、公有地 
3.他人私有地（書面
約定）  

4.他人私有地（非書
面約定） 

本次普查增列「他人私有地有無書
面約定」答項，以了解農地自有及
非自有面積結構及變動情形，並蒐
集口頭租約他人農地之實際耕作
者資訊，提供政府對於實耕者訂定
保障措施之參考。 

 
⑥主要灌溉

水源 

1.水利會供水 
2.地下水 
3.河川、埤池水 
4.其他水源 
5.無灌溉（含雨水、
全年未種植） 

了解農地灌溉家數、面積及分布情
形，供為調整農業用水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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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⑦取得有機驗證 

本次普查新增項目，為了解取得有
機驗證之農家數、有機面積及分布
情形，提供安全農業政策推動參
用。 

 
⑧主要利

用目的 

1.開放參觀、採摘（含
市民農園） 

2.生產短期作物 
3.生產長期作物 
4.種植綠肥作物 
5.造林（6 年以下） 
6.生產作物且有架設太
陽能板 

7.未生產作物但有架設
太陽能板 

8.暫作其他用途 
9.全年未使用 

本次普查增列「架設太陽能板」答
項，以了解農業用地多元利用情
形，如農地農用、農電共生、休耕、
造林及轉型休閒等用途。 

作
物
種
植
情
形 

四、109 年全年農作物種植情形為何？ 

 
① 連續編號 配合問項三農地連續編號，進而填

寫該筆地作物種植情形。 

 
② 作物名稱與代號 了解作物種植家數、面積及分布情

形，並提供其經營者母體作為辦理
相關抽樣調查應用。 

 
③單次最大種植面積或全年數量 

 

④農業設施栽
培種類 

1.簡易隧道棚 
2.水平棚架 
3.水平棚架網室 
4.簡易塑膠布溫網室 
5.結構型鋼骨溫網室 
6.傳統菇舍 
7.環控菇舍 
8.其他 
9.不使用 

了解各種農業設施家數、面積及分
布情形，供為推動設施型農業與作
物保險政策參考。 

 
⑤使用化學肥料或合成農藥 

了解各種作物有無使用化學肥料
及合成農藥之家數、面積及分布情
形。 

 
⑥取得產銷履歷驗證 

本次普查新增項目，為了解取得產
銷履歷驗證之農家數、驗證面積及
分布情形。 

 
⑦使用智慧生產 

本次普查新增項目，蒐集產業使用
智慧生產之農家數及分布情形，供
為智慧農業推動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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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家
畜
禽
飼
養
情
形 

五、109 年全年家畜家禽飼養情形為何？ 

 
① 畜禽名稱與代號 了解家畜禽飼養家數、規模及分布

情形，建立農牧業經營者母體。 

 
② 接受委託代養 

了解家畜禽接受委託代養家數，並
提供初級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合理
性檢核參考。 

 
③ 年底飼養數量 了解家畜禽飼養家數、規模及分布

情形，建立農牧業經營者母體。 

 

④ 使用智慧生產或架設
太陽能板 

1.僅使用智慧
生產 

2.僅架設太陽
能板 

3.兩者皆有 
4.兩者皆無 

本次普查新增項目，蒐集使用智慧
生產與畜電共生之農家數及分布
情形，供為智慧農業及農業綠能推
動參考。 

 
⑤ 年底畜牧用地面積 了解家畜禽飼養用地面積，並供為

年底飼養規模合理性檢核參考。 
經
營
種
類
、
委
外
作
業
及
相
關
事
業 

六、109 年全年主要經營農牧業種類為何？ 

 

1.稻作 2.雜糧 3.特用作物 4.蔬菜 5.果樹
6.食用菇蕈 7.花卉 8.其他農作物 
9.牛 10.豬 11.其他家畜 12.雞 13.鴨 
14.其他家禽 15.其他畜牧業 

了解主要經營種類家數及農糧結
構變動情形，供為活化農地推動政
策參考。 

七、109 年全年自家（場）之農牧業生產階段委託農事及畜牧服務業者作業

情形？ 

 

1.育苗 2.犁田整地 3.播種插秧（嫁接） 
4.中耕除草、施肥 5.病蟲害防治 
6.收穫 7.乾燥 8.蔬果分級包裝 
9.家畜禽配種 10.仔畜生產 
11.家禽孵育 12.蛋類選洗包裝 

因應農業勞動力不足問題，了解委
外經營需求。 

八、109 年全年經營休閒農業主要類型為何？ 

 

1.休閒農場 2.觀光農園 3.教育農園 
4.市民農園 5.農村民宿 6.農村餐廳 
7.其他 

為掌握農業多元化經營情形，了解
休閒農業類型、家數、分布及轉型
發展。 

九、109 年全年經營休閒農業以外之相關事業為何？ 

1.農畜產品自行加工 2.餐飲店 
3.販售門市 4.網路銷售 5.攤販 
6.農畜產品外銷 7.其他 

了解農業多元化經營模式，供為提
高農業附加價值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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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戶
內
人
口
及
經
營
者
特
性 

十、109 年底農牧戶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的特性與工作狀況為何？ 

為了解農家經濟戶長、青年返鄉務農與農村婦女貢獻，蒐集包含家庭生計負
責人、新進從農者之農業人口基本特性，以掌握農家人力運用及人口老化程
度，供為釐訂農民安養照顧、福利補貼及輔導措施等參考。 

 
① 稱謂 供為與戶長關係之合理性檢核參

考。 

 
② 性別  了解兩性從農情形。 

 
③ 出生年次 了解農家勞動力年齡分布結構及變

動。 

 
④ 教育程度  了解農家勞動力教育程度結構及變

動。 

 
⑤ 家庭生計負責人（限註記１人） 了解農家經濟戶長特性。 

 
⑥ 農牧業身分 

1.指揮者 
2.決策關係人 
3.決策關係人兼承接者 
4.承接者 
5.非上述者 

由農牧業身分之決策關係人可反
映農家女性參與農業工作及決策
情形，並了解農業經營管理者及農
牧業工作承接者特性，供為農業經
營者輔導措施參考。 

 
⑦ 109 年全年從事自家農牧業工作日

數 
了解農家勞動力投入之結構及變
動。 

 
⑧ 109 年全年有無從事自家農牧業以

外工作 了解農家勞動力兼業情形。 

 
⑨ 109 年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了解農家勞動力主要工作情形。 

 105 年以後新進從農者 了解農家最近 5年新進從農人數及
年齡結構、工作日數投入情形。 

十一、農牧場實際經營管理者特性為何？ 

 ① 性別 

了解農牧場經營管理者等特性，供
為農牧場經營者輔導措施參考。 

 ②出生年次 

 ③教育程度 

 ④109 年全年從事本場農牧業工作日
數 

外
僱
人
力
狀
況 

十二、109 年全年從事自家（場）農牧業工作僱用員工及不支薪資人員有幾人？ 

 
(一)農牧業工作日數（8 小時為 1 日） 本次普查新增問項，為完整掌握農

業勞動力投入情形，供為農業人力
運用參考。 

 
(二)年底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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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①常僱員工 

  
②臨時員工 

  
③不支薪資人員 

收
入
及
生
產
分
配
狀
況 

十三、109 年全年農牧業相關收入為何？ 

 1.自家（場）初級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含
公糧收購、代養，不含各項農業補助
收入） 

了解農業初級農畜產品收入結構
及變動情形，供為提升農業競爭力
及增益農家所得參考。 

 2.自家（場）初級農畜產品投入農業相關
事業之生產價值 

 3.自行加工農畜產品銷售收入（含加工
費收入） 

 4.委外加工農畜產品銷售收入 

 5.休閒農業服務收入 
（如休閒體驗、門票、住宿、餐飲、
商品販賣等） 

 

6.貴戶（場）全年初級農畜產品可銷售收
入（1.＋2.）中 
「主要農牧業種類」可銷售收入占比 

因應農業複合式經營情形（如稻作
兼營蔬菜），掌握主要農業生產收
入狀況。 

 

7.貴戶全年農牧業收入（1.＋3.＋4.＋5.）
扣除各項成本支出後的「淨收入」是否
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為掌握主要依賴農業收入維生之
農家資訊。 

十四、109 年全年自家（場）之初級農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為何？ 

 
① 初級農產品可銷售收入 

掌握大宗農耕作物之多元銷售管
道，以為制定產銷政策參用。  

② 分配對象之可銷售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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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普查表問項設計說明 

分
類 問項 目的 

經
營
形
態
及
管
理
者
特
性 

一、貴單位經營組織型態為何？ 

 1.獨資 2.合夥 3.公司 4.產銷班 
5.農會 6.合作社、合作農場 7.其他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不同組織別經
營單位之經營特性。 

二、實際經營管理者特性為何？ 

 ①性別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經營管理者
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特性，供
為農事及畜牧服務業經營者輔導措
施參考。 

 ②出生年次 
 ③教育程度 

作
業
人
數 

三、109 年全年從事農事及畜牧服務作業人數有幾人？ 

 
(一)工作日數（8 小時為 1 日）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勞動力投入
及人力來源。 

 (二)年底作業人數 

 
①常僱員工 

 
②臨時員工 

 ③無酬經營管理者、家屬及其他人
員 

作
業
情
形 

四、109 年全年提供農事及畜牧服務作業情形為何？ 

 
①服務項目 各服務項目名稱。 

 
②服務對象地區 了解各項服務項目在各縣市、鄉鎮市

區的分布情形。 

 
③全年作業數量 了解各項服務項目之作業數量。 

 ④主要服務農畜種類代號 了解各項服務項目之主要服務農畜
種類的分布。 

 ⑤主要服務項目代號 了解各農事及畜牧服務單位之主要
服務項目。 

資
源 

五、109 年底農業機械數量有多少？ 

 
①機械名稱 各項農業機械名稱。 

 
②數量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擁有之農業

機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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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③主要服務農畜種類代號 蒐集各類農畜服務使用機械之自動

化情形。 
六、109 年底農事及畜牧服務用地及房舍面積有多少？ 

 
①種類 各項服務用地及房舍名稱。 

 ②面積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擁有之服務
用地及房舍資源。 

收
入 

七、109 年全年農事及畜牧服務收入有多少？ 

 
農事及畜牧服務收入 了解農事及畜牧服務業收入變動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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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普查表問項設計說明 

分
類 問項 目的 
組
織
型
態
與
從
事
林
業
相
關
工
作
情
形 

一、貴戶（場）經營組織型態為何？ 

1.林戶 
林場： 

2.獨資 3.合夥 4.公司 
5.林業生產合作社 
6.政府機關、學校 7.其他 

了解林業經營單位家庭戶及非家庭戶
之經營特性。 

二、109 年全年從事林業相關工作情形為何？ 

 1.有從事林業相關工作 
2.無林業相關工作 

依有無從事林業相關工作情形填寫問
項，減輕填表負荷。 

林
戶
戶
內
人
口
及
經
營
者
特
性 

三、109 年底林戶戶內人口情形為何？ 

    (一)未滿 15 歲 
    (二)滿 15 歲以上及從事自家林業

相關工作人數 

了解林戶家庭人口組成、戶量變動。

其中為周延林業勞動力統計，爰新增

「從事自家林業相關工作人數」問項。 

四、實際經營管理者特性為何？ 

    (一)性別  (二)出生年次 
(三)教育程度 

了解經營管理者兩性情形、年齡分布

結構、教育程度結構及變動。 
主
要
經
營
種
類 

五、109 年全年主要經營林業種類為何？ 

    1.一般林業經營業 
    2.特殊林木經營業 
    3.經營森林遊樂業 

了解林業經營業別情形。 

資
源
分
布
情
形 

六、109 年底林業土地面積有多少？ 

  (一)林地 了解全國林地情形。 
1.林地總面積 了解全國林地面積情形。 

2.按所有權屬
分 

(1)自有林地 
(2)租借國、公有林

地 
(3)租借私有林地 
(4)接受委託經營 

了解林地自有及非自有面積結構及變
動情形。 

3.按林相種類
分 

(1)針葉樹林 
(2)闊葉樹林 
(3)針闊葉混淆林 

了解林相種類面積結構及變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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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4)竹林 
(5)未立木地 

4.按所在地區分 蒐集林地資源及其座落位置資訊，了解
資源分布、變動情形。 

  (二)林業附屬用地    了解全國林業附屬用地面積情形。 
按所在地區分 為掌握林業附屬用地所在地區資訊。 

參
與
政
府
造
林 

七、109 年底參與政府造林補助之林地面積有多少？ 

  (一)農(平)地造林面積 
  (二)山坡地造林面積 

了解全國參與政府造林面積之結構及

變動情形。 
從
事
森
林
作
業
情
形 

八、109 年全年從事森林作業情形為何？ 

(一)森林作業 

了解實際林業森林作業情形，本次普

查新增林下經濟作業，以因應「適地

發展林下經濟政策」之推動。 

①作業項目 
1.新植、補植 2.除草(蔓)  
3.修(打)枝 4.風倒木扶正  
5.間(擇)伐 6.砍(採)伐 
7.病蟲害防治、施肥  
8.林業副產品採收 
9.林下經濟作業 

②人力來源 
了解林業勞動力之來源及其從事森林
作業情形 

(二)新造林面積 了解全國新造林面積變動情形 
(三)砍(採)伐面積 了解全國砍(採)伐面積變動情形 

僱
用
人
力 

九、109 年底從事自家(場)林業相關工作僱用員工及不支薪資人員有幾人？ 

(一)常僱員工 
(二)臨時員工 
(三)不支薪資人員 

為完整掌握林業勞動力投入情形，以
了解林業單位僱用員工家數及外僱人
力男、女性投入林業工作程度，供為
林業人力運用參考。 

林
業
相
關
收
入 

十、109 年全年林業相關收入有多少？ 

(一)林產品銷售收入 

了解林業相關收入變動情形，其中配

合森林作業新增「林下經濟作業」項

目，爰新增相關收入問項。 

(二)林業副產品銷售收入 
(三)林下經濟產品銷售收入  
(四)政府造林補助金收入 
(五)森林遊樂服務收入 
(六)林產品加工、副產品加工及林下

經濟產品加工銷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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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普查表問項設計說明 

分
類 問項 目的 

組
織
及
經
營
方
式 

一、貴戶（單位）經營組織型態為何？ 

 
(一)經營組織

型態 

1.獨資漁戶 
非獨資漁戶： 

2.合夥 3.公司 
4.漁會、試驗所、
學校 
5.其他 

了解漁業經營單位家庭戶及非家庭
戶之經營特性。 

 
(二)109 年底戶內人口 了解漁家家庭人口組成及戶量變動

情形。 

二、109 年全年漁業經營情形為何？ 

 
1.生產漁產品 
2.未生產但有提供休閒服務 
3.暫時休養或停養 4.無意願生產 

依實際經營情形填寫相關問項，減
輕填表負荷。 

漁
撈
作
業
情
形 

三、109 年底漁撈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①漁船種類 蒐集漁撈漁船艘數及了解作業情形。 

 
②漁船統一編號之 CT 別 為檢核問項間填寫合理性。 

 
③漁船噸位 為蒐集漁船噸位數及其漁撈方式，

供為制定漁業資源保護及減船政策
參考。 

 
④主要漁撈方式 

 
⑤觀光休閒 為了解專營及兼營觀光休閒之漁撈

漁船艘數。 

 ⑥採捕作業 了解漁船作業情形。 

四、109 年全年「在沿岸、河川或湖泊之不使用漁船採捕作業」情形為何？ 

養
繁
殖
水
產
生
物
情
形 

五、109 年底養繁殖面積及其使用的漁船有多少？ 

 (一)年底漁船種類 

 (二)全年養繁殖情形 

 
①年底養繁殖面積 蒐集魚池（塭）資源及其座落位置資

訊，了解資源分布及運用情形。 
 

②所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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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③所有權
屬 

1.自有自用 
2.國、公有地 
3.他人私有地(書面
約定)  
4.他人私有地(非書
面約定) 

本次普查增列「他人私有地有無書面
約定」答項，以了解魚池（塭）自有
及非自有面積結構及變動情形，並蒐
集口頭租約他人魚池（塭）之實際經
營者資訊，以提升資料運用價值。 

 ④主要養繁殖水產生物 了解養繁殖水產生物家數、面積及
分布情形，供為政策輔導應用。 

 ⑤養繁殖類型 
了解魚池（塭）養繁殖類型及分布
情形。 

 ⑥魚池（塭）型態 
本次普查新增問項，以了解魚池（塭）
結構及分布情形，提升資料應用價值。 

 ⑦利用
目的 

1.單養 
2.混養 
3.中間育成 
4.繁殖 
5.買成魚供人垂釣 
6.全年未使用 

本次普查增列「中間育成」答項，
以完整呈現養繁殖（口）處之利用
目的。 

 ⑧觀光休閒 了解專營及兼營觀光休閒之魚池
（塭）口數及面積。 

 ⑨使用水源 
了解魚池（塭）各種使用水源之面積
及分布情形，供為輔導養殖漁業用
水政策參考。 

 
⑩使用智慧生產或架設太陽能板 

本次普查新增項目，蒐集使用智慧
生產與漁電共生之漁家數及分布情
形，供為智慧漁業及綠能推動參考。 

經
營
種
類
及
相
關
事
業 

六、109 年全年主要經營漁業種類為何？ 

 

1.遠洋漁業 2.近海漁業 3.沿岸漁業 
4.內陸漁撈業 
5.海面養殖業 6.內陸鹹水養殖業 
7.淡水養殖業 

了解主要經營種類家數及變動情
形，供為制定漁業政策參考。 

七、109 年全年經營休閒漁業主要類型為何？ 

 

1.利用漁船經營之遊樂事業 
2.利用養繁殖場域經營之遊樂事業 
3.利用漁業設施經營之遊樂事業 
4.複合式經營之遊樂事業 

為掌握漁業多元化經營情形，了解
休閒漁業類型、家數、分布及轉型
發展。 

八、109 年全年經營休閒漁業以外之相關事業為何？ 

 
1.漁產品自行加工 2.餐飲店 
3.販售門市 4.網路銷售 依農牧業普查表調整原則修正。 

 
5.攤販 6.漁產品外銷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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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戶
內
人
口
及
經
營
者
特
性 

九、109 年底獨資漁戶戶內滿 15 歲以上人口的特性與工作狀況為何？ 

為了解漁家經濟戶長、青年返鄉從事漁業工作與漁村婦女貢獻，蒐集包含家

庭生計負責人之漁業人口基本特性，以掌握漁家人力運用及人口老化程度，

供為釐訂漁民安養照顧、福利補貼及輔導措施等參考。 

 
①稱謂 供為與戶長關係之合理性檢核參

考。 

 
②性別  了解兩性從漁情形。 

 
③出生年次 了解漁家勞動力年齡分布結構及

變動。 

 
④教育程度  了解漁家勞動力教育程度結構及

變動。 

 
⑤家庭生計負責人（限註記１人） 了解漁家經濟戶長特性。 

 
⑥漁業身分 

1.指揮者 
2.決策關係人 
3.決策關係人兼承接者 
4.承接者 
5.非上述者 

由漁業身分之決策關係人可反映

漁家女性參與漁業工作及決策情

形，並了解漁業經營管理者及漁業

工作承接者特性，供為漁業經營者

輔導措施參考。 

 
⑦109 年全年從事自家漁業工作日數 了解漁家勞動力投入之結構及變

動。 

 
⑧109 年全年有無從事自家漁業以外
工作 了解漁家勞動力兼業情形。 

 
⑨109 年全年主要工作狀況 了解漁家勞動力主要工作情形。 

十、非獨資漁戶實際經營管理者特性為何？ 

 ①性別 

了解非獨資漁戶經營管理者特
性，供為非獨資漁戶經營者輔導措
施參考。 

 
②出生年次 

 
③教育程度 

 

④109 年全年從事本單位漁業工作日
數 

外
僱
人
力
狀
況 

十一、109 年全年從事自家（本單位）漁業工作僱用員工及不支薪資人員有

幾人？ 

 
(一)全年僱用人數按漁業工作日數分 本次普查新增漁業工作日數問

項，用以完整掌握漁業勞動力投入
情形，供為漁業人力運用參考。另
外，僱用來源地區，海上的部分新 

(二)年底僱用人數按僱用來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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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問項 目的 

  
①常僱員工 

增印尼、菲律賓及越南等選項，以
完整呈現外籍船工僱用趨勢。 

  
②臨時員工 

  
③不支薪資人員 

收
入
及
生
產
分
配
狀
況 

十二、109 年全年漁業相關收入為何？ 

 
1.自家（本單位）初級漁產品銷售收入
（不含各項漁業補助收入） 

了解漁業初級漁產品收入結構及
變動情形，供為提升漁業競爭力及
增益漁家所得參考。 

 
2.自家（本單位）初級漁產品投入漁業相
關事業之生產價值 

 
3.自行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含加工費
收入） 

 
4.委外加工漁產品銷售收入 

 

5.休閒漁業服務收入 
（如休閒體驗、門票、住宿、餐飲、
商品販賣等） 

 

6.貴戶全年漁業收入（1.＋3.＋4.＋5.） 
  扣除各項成本支出後的「淨收入」是否
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 

為掌握主要依賴漁業收入維生之
漁家資訊。 

十三、109 年全年自家（本單位）之初級養繁殖漁產品生產銷售分配情形為

何？ 

 
① 初級漁產品可銷售收入 

掌握大宗養繁殖漁產品多元銷售
管道，以為制定產銷政策參用。 

 
②分配對象之可銷售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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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09 年普查訊息傳播工作 

為期社會各界均能了解政府舉辦農林漁牧業普查的重要性，並加深民眾對

普查之印象，提升配合意願，特別強化普查訊息宣傳廣度與能見度，主要項目

如下： 

一、報紙媒體刊登：普查期間（5/1~5/14）於四大報之地方版，搭配發行宜

、花、東更生日報，刊登普查訊息。 

二、雜誌媒體刊登：在 5/1~6/1 訊息傳播期間分別於鏡周刊、周刊王、農友

月刊、漁友月刊、鄉間小路、豐年、農訓，告知普查資訊。 

三、布幔、海報及LED電子看板：3/2 起透過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農委會

、原民處、農漁會、農田水利署等農漁民較常出入之場所，及臺灣港務

股份有限公司、醫院等重要公眾場所等，張貼海報、懸掛布幔及播放普

查訊息跑馬燈。另農漁會等單位配合於刊物刊登廣告，告知普查資訊。 

四、廣播短劇及電視短片宣傳： 
(一 )媒體託播：於 4/27~6/30 進行電視及廣播廣告媒體託播；另於

5/1~5/14 搭配東森晚間新聞主要時段以口播方式露出普查訊息。 
(二)公益託播：4/1~6/30 於臺鐵火車站、國道高速公路服務區、民用航

空局等數位多媒體LCD電子看板播送電視短片；另於 4/1~6/30 透過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及地方有線電視公司等公益託播管道，於有線及

無線電視、廣播電台放送普查訊息。 
(三)戶外媒體託播：5/15~6/14 於國光客運全台 40 站電視聯播普查電視

短片；並於 5/1~5/15 安排廣播宣傳車繞行 15 大農業縣市露出普查

訊息；並於 5/1~5/31 刊登臺鐵車廂海報。另製作垃圾車隨車播放帶

供縣市垃圾車或資源回收車播送普查訊息。 

五、網路宣傳及行動數位資源： 
(一)網路宣傳：於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設置「109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專

區」提供普查資訊、於youtube上載普查短片，以降低民眾受訪疑慮

；於東森新聞Youtube影音議題操作、Google banner廣告、Google
關鍵字搜尋、東森新聞Facebook議題影音操作、Line banner廣告宣

傳普查訊息。 
(二)行動數位資源：5/1~5/15 於全臺發送普查訊息簡訊。 

六、全國性記者會：於 4/27 邀請主計長及電視、平面媒體假行政院新聞傳播

處召開全國性記者會宣傳普查啟動。 

七、提供查證管道：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行政院主計總處免付費

電話 0800-007589 轉 1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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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普查人員協助管道 

普查人員於普查期間面對受訪戶（單位），執行訪問或網路填報作業，若

遇有訪查窒礙及問項疑義等相關問題時，其協助管道說明如下： 

一、民眾質疑身分：普查人員名冊已放置於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

）長辦公處提供受訪戶（單位）查詢，或請民眾上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

漁牧業普查專區網站（網址：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查證普查

員身分。 

二、訪查問題方面：可查找重點手冊及普查作業手冊等書面資料，或上行政

院 主 計 總 處 農 林 漁 牧 業 普 查 作 業 專 區 網 站 （ 網 址 ：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census.html）查詢電子檔，普查問題疑義解釋

請參考普查作業手冊附錄（肆）。另有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提供地

區農作物或漁產品之產量、價格參考資料。 

三、網路填報作業方面：網路填報系統登錄頁面提供受訪者操作手冊、填報

教學範例及常見問題集，並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農林漁牧業普查作業專區

網站提供調查工作人員操作手冊及網填操作說明懶人包。 

四、受訪戶（單位）拒訪：普查員執行統計調查工作時，應確實佩戴普查員

證（亦可同時出示服務單位職員證佐證身分），遞上致受訪戶（單位）

函，說明普查目的與用途及依統計法受訪者應據實答覆之權利義務，並

主動告知查證管道如 165 反詐騙專線、總處免付費電話 0800-007589 轉

11~13、縣市政府主計處、鄉鎮市區公所及村里長辦公室電話，給予查

證機會。若經多次溝通處理仍無法順利訪問，可請指導員、村（里）長

協助解決訪查窒礙。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censu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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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各縣市普查家數預估統計表 

縣市別 普查家數 普查表數 
表數 

農牧業 農事及畜牧

服務業 
林業 漁業 

總 計 934,207  1,008,088  859,175  4,146  94,537  50,230  

新北市 45,368  52,904  37,507  12  12,703  2,682  

臺北市 12,255  13,139  10,536  6  2,302  295  

桃園市 52,243  54,745  50,148  133  3,730  734  

臺中市 77,657  80,713  73,567  136  6,142  868  

臺南市 108,572  113,341  100,888  518  3,644  8,291  

高雄市 86,799  93,588  75,672  222  10,039  7,655  

宜蘭縣 33,825  36,553  31,141  176  2,938  2,298  

新竹縣 29,392  33,098  26,843  77  5,891  287  

苗栗縣 45,951  55,148  41,563  197  12,651  737  

彰化縣 92,910  95,264  91,113  559  791  2,801  

南投縣 52,328  60,608  48,136  187  12,194  91  

雲林縣 84,621  87,857  81,167  649  996  5,045  

嘉義縣 67,565  71,385  62,236  599  2,654  5,896  

屏東縣 73,379  80,814  65,467  345  8,351  6,651  

臺東縣 21,582  24,173  19,488  118  3,467  1,100  

花蓮縣 22,763  26,146  20,532  173  4,761  680  

澎湖縣 7,835  8,459  6,159  0  2  2,298  

基隆市 2,116  2,199  1,410  0  225  564  

新竹市 6,412  6,836  5,852  21  587  376  

嘉義市 6,170  6,315  5,720  12  467  116  

金門縣 4,235  4,564  3,965  6  2  591  

連江縣 229  239  65  0  0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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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各縣市普查處聯絡資訊 
 

縣市 
處長(副處長) 專門委員、科(股) 

地址 
職稱 姓名 電話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臺北市 

處長 鄭瑞成 (02)27203181 科長 鄭麗淑 (02)27287633 ta-a630010@mail.taipei.gov.tw 
110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五樓中央區 副處長 崔培均 (02)27287599 專員 洪蔚藍 (02)27287650 ta-a630020@mail.taipei.gov.tw 

副處長 邱美珠 (02)27287594     

新北市 

處長 吳建國 (02)29603456#7400 科長 邱淑美 (02)29603456#7516 aj6880@ntpc.gov.tw 
22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十二樓 副處長 廖素娟 (02)29603456#7401 股長 王若青 (02)29603456#7517 ak6193@ntpc.gov.tw 

副處長 吳美芍 (02)29603456#7402     

桃園市 
處長 林世杰 (03)3376300#5550 專門委員 黃靖婷 (03)3322101#5566 10017619@mail.tycg.gov.tw 

33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七樓 
副處長 李榮吉 (03)3322101#5551 科長 歐長潤 (03)3322101#5568 175045@mail.tycg.gov.tw 

臺中市 

處長 林淑勤 (04)22288223 專門委員 歐乃中 (04)22177316  
407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文心樓七樓 副處長  (04)22239691 科長 邵迺衡 (04)22289111#19401 a630010@taichung.gov.tw 

   股長 游舒淳 (04)22289111#19411 tauren@taichung.gov.tw 

臺南市 
處長 陳淑姿 (06)2982875 專門委員 蘇茂勝 (06)6322231#5029  

730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 號 
副處長 方 盆 (06)6322231#5901 科長 唐宏勳 (06)2991111#1242 don@mail.tainan.gov.tw 

高雄市 

處長 李瓊慧 (07)3341766 科長 王妍榛 (07)3314811 gobewt@kcg.gov.tw 
802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 號八樓 副處長 陳正濱 (07)3315631 股長 莊益光 (07)3368333#3612 olerud@kcg.gov.tw 

副處長 翁泰源      

宜蘭縣 
處長 林秋燕 (03)9251000#2300 科長 曾雅萍 (03)9251000#2310 yaping28@mail.e-land.gov.tw 

260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一號 
副處長 林靜英 (03)9251000#2302     

新竹縣 
處長 黃文琦 (03)5518101#3500 科長 彭素華 (03)5518101#3590 6115586@hchg.gov.tw 

30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 
副處長 賴康隆 (03)5518101#3502     

苗栗縣 
處長 吳月萍 (037)334805 科長 李泓毅 (037)558133 action@ems.miaoli.gov.tw 

360  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 100 號 
副處長 袁美玲 (037)325413     

mailto:ta-a630010@mail.taipei.gov.tw
mailto:ta-a630020@mail.taipei.gov.tw
mailto:aj6880@ntpc.gov.tw
mailto:ak6193@ntpc.gov.tw
mailto:10017619@mail.tycg.gov.tw
mailto:175045@mail.tycg.gov.tw
mailto:a630010@taichung.gov.tw
mailto:tauren@taichung.gov.tw
mailto:don@mail.tainan.gov.tw
mailto:gobewt@kcg.gov.tw
mailto:olerud@kcg.gov.tw
mailto:yaping28@mail.e-land.gov.tw
mailto:6115586@hchg.gov.tw
mailto:action@ems.miaol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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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處長(副處長) 專門委員、科(股)

 
地址 

職稱 姓名 電話 職稱 姓名 電話 電子郵件 

彰化縣 
處長 蕭秀瑛 (04)7224828 科長 李貞誼 (04)7532051 a140090@email.chcg.gov.tw 

500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 416 號四樓 
副處長 張玲珠 (04)7532002     

南投縣 
處長 陳美秀 (049)2224765 科長 王鵲惠 (049)2232875 chiuehui@nantou.gov.tw 

54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 660 號 
副處長 張芫維 (049)2243909     

雲林縣 
處長 蔡蓮日 (05)5342117 科長 洪淑冠 (05)5523057 ylhg03116@mail.yunlin.gov.tw 

640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515 號 
副處長 呂佩珊 (05)5335604     

嘉義縣 
處長 郭美峯 (05)3620123#348 科長 沈靜珠 (05)3620123#8358 shen@mail.cyhg.gov.tw 

612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 1 號 
副處長 顏登育 (05)3620123#349     

屏東縣 
處長 郭丁參 (08)7320415#6700 科長 紀雅丰 (08)7320082 a001031@oa.pthg.gov.tw 

900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副處長 郭亭均 (08)7320415#6790     

臺東縣 
處長 廖美鳳 (089)323372 科長 吳麗萍 (089)326141#558 L4020@taitung.gov.tw 

950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 276 號 
副處長 陳宇華 (089)326141#551     

花蓮縣 
處長 阮靜如 (03)8227171#260 科長 李欣儒 (03)8227171#268 sju0519@hl.gov.tw 

970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 17 號 
副處長 楊姿宜 (03)8227171#261     

澎湖縣 
處長 劉梅滿 (06)9272538 科長 林啟元 (06)9274400#370 lin08290810@ebas.gov.tw 

880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32 號 
副處長 劉美玲 (06)9274400#262     

基隆市 
處長 巫忠信 (02)24201122#1401 科長 游建章 (02)24289381 uio74@mail.klcg.gov.tw 

202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 
副處長 楊璧蔻 (02)24201122#1402     

新竹市 
處長 鄭淑芳 (03)5216121#355 科長 張志維 (03)5221637 010059@ems.hccg.gov.tw 

300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20 號 
副處長 呂麗珠 (03)5216121#356     

嘉義市 
處長 阮鼎元 (05)2288390 科長 李育宗 (05)2254321#782 jimlee@ebas.gov.tw 

600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 
副處長 林美貞 (05)2254321#778     

連江縣 
處長 曹少玉 (0836)22887 科長 洪美玲 (0836)22483 a0643@ems.matsu.gov.tw 

209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 76 號 
副處長 劉秀玲 (0836)22110#6702     

金門縣 
處長 王崑龍 (082)325542 科長 梁惠綾 (082)318823#65061 301489@mail.kinmen.gov.tw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 號 
副處長 賴志芳 (082)325544     

mailto:a140090@email.chcg.gov.tw
mailto:chiuehui@nantou.gov.tw
mailto:ylhg03116@mail.yunlin.gov.tw
mailto:shen@mail.cyhg.gov.tw
mailto:a001031@oa.pthg.gov.tw
mailto:L4020@taitung.gov.tw
mailto:sju0519@hl.gov.tw
mailto:lin08290810@ebas.gov.tw
mailto:uio74@mail.klcg.gov.tw
mailto:010059@ems.hccg.gov.tw
mailto:jimlee@ebas.gov.tw
mailto:a0643@ems.matsu.gov.tw
mailto:301489@mail.kinme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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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國勢普查處農業普查科聯絡電話 

電話號碼 使  用  人 

3562 鍾科長憶欣 

3570 3572 許忠義 孫珮瑛 

3569 3566 葉志洋 王藝臻 

3564 3565 許雅琳 王文宏 

3568 3571 陳 元 陳維德 

3563 3689 張 鈞 羅宇菲 

傳真：（02）2380-3574 
查詢電話：0800-007589 轉 11、12、13 

（02）2380-3573 

註：1.外線撥入如使用直撥路線系統時，請於內線分機號碼前加按「2380」， 

如（02）2380-3562。 

2.外線撥入如透過總機語音系統轉接時，請撥總機代表號：（02）238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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