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各級政府統計範圍劃分及統計分類表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中央政府
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

11910 社會指標編製 v v

1192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11920 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 v v

1193 博弈統計

11930 博弈統計 v v

1194 娛樂及休閒統計

11940 娛樂及休閒統計 v v

1195 財團法人統計

11950 財團法人統計 v v

1196 生活狀況統計

11960 生活狀況統計 v v

1197 青年發展統計

11970 青年發展統計 v v

1199 未分類其他社會統計

11990 未分類其他社會統計 v v

2 經濟統計

201 國民經濟統計

2011 國民所得統計

20111 生產面統計 v

20112 支出面統計 v

20113 所得及資金面統計 v

2012 總資源供需估測

20120 總資源供需估測 v

2013 產業關聯統計

20130 產業關聯統計 v

2014 國富統計

20141 資產負債統計 v

20142 資本存量統計 v

2019 其他國民經濟統計

20190 其他國民經濟統計 v v

202 工商管理及營運統計

2021 工商管理統計

20211 公司登記統計 v v

20212 商業登記統計 v v

20213 工廠登記統計 v v

20214 出進口廠商登記統計 v v

20219 其他工商管理統計 v v

2022 工商營運統計

20221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v v

20222 中小企業經營概況統計 v v

203 農林漁牧統計

2031 農林漁牧業普查

20310 農林漁牧業普查 v v

2032 農業統計

20321 農業生產統計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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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各類統計項目辦理機關表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

90 其他有關國民經濟之統計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 工商管理及營運統計

2021 工商管理統計

20211 公司登記統計

01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2 公司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212 商業登記統計

01 商業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2 商業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213 工廠登記統計

01 工廠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2 工廠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214 出進口廠商登記統計

01 出進口廠商設立、變更登記及註銷之統

計

經濟及能源部

02 出進口廠商登記資本額及異動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219 其他工商管理統計

01 商品展覽及推廣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2 商品檢驗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3 國家標準及度量衡業務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4 商標業務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5 中小企業輔導及管理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6 陸資來台投資及對大陸投資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07 僑外來台投資及對國外投資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90 其他有關工商管理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22 工商營運統計

20221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00 工業及服務業之普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22 中小企業經營概況統計

00 中小企業經營概況之統計 經濟及能源部

203 農林漁牧統計

2031 農林漁牧業普查

20310 農林漁牧業普查

00 農林漁牧業之普查 行政院主計總處

2032 農業統計

20321 農業生產統計

01 農業生產指數之編製 農業部

02 農產品生產量值之統計 農業部

03 農業生產力之統計 農業部

04 作物複種指數之編製 農業部

05 農產品生產成本之統計 農業部

06 作物集團產區之統計 農業部

90 其他農業生產之統計 農業部

20322 農產品運銷統計

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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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中央政府各類統計項目辦理機關表

大類 中類 小類 細類 辦理機關

30253 國際合作及捐助統計

01 國際間經濟及技術合作之統計 外交部

其他中央機關

02 國際捐助之統計 外交部

90 其他國際合作及捐助之統計 外交部

其他中央機關

30259 其他外交統計

01 領事事務之統計 外交部

90 其他有關外交之統計 外交部

其他中央機關

3026 僑務統計

30261 僑務行政統計

01 海外僑民及僑團分布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2 核發僑民身分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3 回國僑團及僑民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90 其他僑務行政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30262 僑民文教統計

01 海外華文學校及中文班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2 僑民文教推廣及輔助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3 僑民函授教育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90 其他僑民文教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30263 僑民經濟統計

01 僑商及僑商團體聯繫及輔導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2 輔導僑民發展經濟事業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90 其他僑民經濟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30264 僑生統計

01 僑生回國升學及參加技術訓練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2 僑生生活輔助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3 僑生獎勵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4 畢業僑生人數及聯繫服務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90 其他僑生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30269 其他僑務統計

01 僑民捐獻金額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02 僑民生活狀況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90 其他有關僑務之統計 僑務委員會

3027 蒙藏事務統計

30270 蒙藏事務統計

01 在台蒙藏族人數之統計 文化部

02 蒙藏人才培育之統計 文化部

03 在台蒙藏族輔導及救助之統計 文化部

04 蒙藏文化推廣之統計 文化部

90 其他蒙藏事務之統計 文化部

3028 行政管理及考核統計

30280 行政管理及考核統計

分類及統計項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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