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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定義
一、出生率：係指某一地區某年每一千人中出生活嬰之人數之千分率。
粗出生率= 該地該年出生活嬰人數
×1000
某地某年年中人口總數
二、死亡率：係指某一地區某年每一千人中死亡人數之千分率。
粗死亡率=
該地該年死亡人數
×1000
某地某年年中人口總數
三、人口自然增長率：係指某年每一千人中自然增加人數之千分率；
即粗出生率減粗死亡率之差。
自然增長率＝ 全年出生數－全年死亡數
×1000
年中人口總數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
四、性比例：係指每一百女子所當之男子人數（通常以百分率表示）
性比例＝ 該地該年總人口中之男子數
×100
某地某年總人口中之女子數
五、結（離）婚率：係指某年每一千人中結（離）婚對數之千分率。
結（離）婚率＝ 該年結（離）婚對數
×1000
某年年中人口總數
某年年中人口總數＝（某年年底人口數＋上年年底人口數）/2
六、人口密度：係指當年年底總人口數平均分配於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積之人口數。
土地面積人口密度＝ 該地該年之人口數
某地某年之土地面積
七、人口總增加率＝ 本年底人口總數
×1000－1000
上年底人口總數
八、經濟活動人口：凡為獲得報酬從事生產各種有形財貨或提供各種服務具有經濟價值者。
九、勞動力：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可以工作之民間經濟活動人口均屬之，即勞動力
人口＝就業者＋失業者。
十、就業者：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之從事有酬工作者，或工作在 15 小時以上之無
酬家屬工作者。
就業率＝（就業者/勞動力人口）×100
十一、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同時具有下列條件者：
（1）無工作者；
（2）隨時可以工
作；
（3）正在尋找工作。等待恢復工作者或已找到工作而未開始工作亦無酬報酬者亦視
為失業者。
失業率＝（失業者/勞動力人口）×100
十二、非勞動力：凡在資料標準週內，年滿十五歲，不屬勞動力之民間人口，包括因就學、料
理家務、衰老、殘障、想工作而未去尋找工作及因其他原因而未去工作亦未
找工作者。
十三、勞動參與率：（勞動力人口/十五歲以上民間人口）×100
＝（（就業者＋失業者）/（勞動力人口＋非勞動力人口））×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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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經常性收入：係所得收入加上自用住宅及其他營建物設算折舊(準備)。
經常性支出：係由非消費支出及消費支出所組成。
可支配所得：係所得收入扣除非消費支出之所得。
儲蓄：係可支配所得扣除消費支出之餘額。
十五、躉售物價指數：臺灣地區所有國內生產廠商，包括進口商和出口商第一次交易價格的平
均變動水準。
消費者物價指數：臺灣地區家庭為消費需要，所購買商品及服務價格變動水準。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臺灣地區營造工程投入材料及勞務之價格變動水準。

臺南市 102 年 2 月統計月報提要分析
一、人口
0

(一)102 年 2 月戶籍登記人口數為 1,882,118 人，較 1 月底增加 213 人(0.11 / 0 0 )，
0

本年累積至 2 月底總人口增加 473 人，增減率為 0.25 / 0 0 ，其中社會增加率
0

0

為 0.13 / 0 0 ，自然增加率 0.13 / 0 0 。
(二)102 年 2 月底總戶數為 657,246 戶，平均每一戶所住之人口(戶量)為 2.86 人，
與 1 月底相等。
(三)戶籍登記人口中男性為 944,989 人、女性為 937,129 人，男女性比例為 100.84，
較 1 月底減少 0.01 個百分點。
(四)102 年 2 月底 0~14 歲人口為 257,328 人，占總人口 13.7%；15~64 歲人口為
1,400,430 人，占總人口之 74.4%；65 歲以上人口為 224,360 人，占總人口
11.9%。

二、原住民人口
102 年 2 月底原住民戶籍登記人口數為 6,477 人，較 1 月底增加 23 人
0

(3.56 / 0 0 ) 。原住民人口中，平地原住民為 2,894 人，山地原住民為 3,583 人。

三、稅捐徵收市稅部分
102 年 2 月實徵淨額約為 433 百萬元，實徵累計數為 1,315 百萬元，各較 1
月減少 450 百萬元(-50.98%)、增加 433 百萬元(49.02%)；各科目實徵累計數中以
土地增值稅 857 百萬元為最多，占 65.17%；其次為地價稅 133 百萬元，占 10.14%。

四、營利事業登記家數及銷售額
(一) 101 年 12 月營利事業登記家數為 98,800 家，較 11 月增加 138 家(0.14%)，
各業別中以批發及零售業 49,697 家為最多，占 50.30%；其次為製造業 12,330
家，占 12.48%。
(二) 101 年 12 月營利事業銷售額為 397,877 百萬元，較 10 月增加 17,245 百萬元
(4.53%)，各業別中以製造業 209,583 百萬元為最多，占 52.68%；批發及零售
業 122,213 百萬元次之，占 30.72%。

五、商業登記家數及資本額
(一)102 年 2 月本市商業登記家數 57,004 家，較 1 月增加 28 家(0.05%)，各行業
中以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 38,791 家為最多，占 68.05%；服務業、公共

行政及其他 7,872 家次之，占 13.81%。
(二)102 年 2 月商業登記資本額 10,667 百萬元，較 1 月增加 24 百萬元(0.23%)，
各行業中以批發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 5,342 百萬元最多，占 50.08%；營造
業 2,239 百萬元次之，占 20.99%。

六、工廠登記家數
102 年 2 月登記家數 8,684 家，較 1 月增加 18 家(0.21%)，各行業中以金屬製
品製造業 1,875 家為最多，占 21.59％；機械設備製造業 1,236 家次之，占 14.23%。

七、預算執行
102 年 2 月歲出經常門實際支付累計數 12,709,258 千元佔預算數 19.79%，歲
出資本門實際支付累計數 225,991 千元佔預算數 0.99%。

八、消防
102 年 2 月火災發生 11 件，與 1 月相等，平均每日火災次數為 0.39 次，較 1
月增加 0.04 次(11.43%)，每千戶火災發生數 0.02 件，與 1 月相等。死傷人數 0
人，物資損失估值 585 千元。

九、治安
102 年 2 月共發生刑事案件 2,334 件，較 1 月增加 340 件(17.05%)，破獲數 2,273
件，破獲率為 97.39%，較 1 月增加 25.12 個百分點；另違反社會秩序法案件及經
濟案件共發生 66 件。

十、暴力犯罪
102 年 2 月共發生暴力犯罪案件 24 件，較 1 月增加 3 件(14.29%)；破獲數 33
件，破獲率為 137.50%，較 1 月增加 51.79 個百分點。犯罪案件中以強制性交 12
件最多。

十一、竊盜
102 年 2 月發生竊盜案件 984 件，較 1 月增加 348 件(54.72%)；破獲數 999
件，破獲率為 101.52%，較 1 月增加 68.35 個百分點。案件中仍以普通竊盜案件
751 件最多，機車竊盜案件 192 件次之。

十二、交通事故
102 年 2 月發生 20 件，死傷人數 29 人，各較 1 月減少 3 件(-13.04%)、8 人

(-21.62%)。死傷人數中死亡 21 人，受傷 8 人。

十三、建築管理
(一)102 年 2 月核發建築物建照 305 件，總樓地板面積 281,428 平方公尺，法定工
程造價概算 2,002 百萬元，各較 1 月減少 33.41%、4.34%及增加 13.96%。
(二)102 年 2 月核發建築物拆除執照 14 件、14 戶，總樓地板面積 15,197 平方公
尺，各較 1 月減少 30.00%、30.00%及增加 45.82%。
(三)102 年 2 月核發建築物使用執照基地面積 1,114,445 平方公尺、地面層面積
66,815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 191,608 平方公尺，各較 1 月增加 39.99%、
534.88%及 987.88%。

十四、機動車輛
102 年 2 月登記 2,050,076 輛，較 1 月減少 60 輛(-0.00%)；其中以機車
1,439,734 輛、小客車 512,654 輛居前二位。每千人持有機車輛數為 764.95 輛，
持有自用小客車輛數為 267.69 輛，各較 1 月減少 0.50 輛及增加 0.28 輛。

十五、環境保護
102 年 2 月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為 768.00 公噸，較 1 月增加 48.58 公噸
(6.75%)。廚餘回收 5,565.08 公噸，資源回收 20,780.33 公噸，各較 1 月減少 187.85
公噸(-3.27%)、1050.36 公噸(-4.81%)。垃圾處理方式仍以焚化為主，共處理
21,457.82 公噸，較 1 月減少 770.19 公噸(-3.46%)。

十六、勞工保險
102 年 1 月參加營業單位數為 35,353 家，員工 707,079 人，各較 101 年 12
月增加 16 家(0.05%)、減少 1,979 人(-0.28%)。保險單位以公司、行號 18,669 家
為最多，產業工人及交通公用事業單位 11,467 家次之。保險人數則以產業工人及
交通公用事業單位 261,762 人為最多，職業勞工 171,022 人次之。

十七、勞動力
101 年下半年失業人口數為 41,000 人，失業率為 4.30%較 101 年上半年增加
0.10 個百分點。

十八、社會救助
101 年第 4 季醫療補助受益 162 人次，金額 1,809 千元；災害救助 24 人次，
金額 3,000 千元；急難救助 931 人次，金額 5,595 千元。

十九、低收入戶
101 年第 4 季核定低收入戶 10,952 戶，人數 26,229 人，分別占全市總戶數及
總人數之 1.67%及 1.39%，分別較第 3 季增加 323 戶(3.04%)、減少 735 人(-2.73%)，
各類低收入戶生活扶助中以節日慰問 34,221 人次為最多。

二十、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102 年 2 月核定中低收入老人 8,204 人(低收入 1,065 人，中低收入 7,139 人)、
補助生活津貼 54,298 千元(低收入部分 7,757 千元，中低收入部分 46,541 千元)。
中低收入戶老人數及生活津貼各較 1 月增加 72 人(0.89%)、635 千元(1.18%)。

二十一、獨居老人數及服務概況
101 年下半年底獨居老人數為 5,335 人較上半年 5,598 人減少 263 人
(-4.70%)，其中以一般老人 4,146 人最多。下半年服務 630,026 人次，其中以關
懷訪視 219,212 人次為最多。

二十二、身心障礙
101 年第 4 季底身心障礙者人數為 92,497 人，較第 3 季底增加 441 人(0.48%)，
其中以肢體障礙者 33,958 人為最多，較第 3 季底增加 81 人(0.24%)。

二十三、氣象
102 年 2 月平均溫度 20.4 度，降雨日數 1 日，降雨量 1.5 公釐，分別較 1 月
增加 2.9 度、減少 3 日及 6.0 公釐。

二十四、南科概況
101 年第 4 季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已核准投資廠商家數為 328 家，較第 3 季增加
8 家(2.50%)，各行業中以光電產業 102 家為最多。

二十五、家庭收支
100 年平均每戶家庭之經常性收入 978,957 元，經常性支出 795,970 元，消費
支出 630,810 元，可支配所得 783,223 元。

二十六、物價指數
102 年 2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為 102.91(100 年=100)，較 1 月增加
0.48%，另躉售、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分別為 97.94、100.85(100 年=100)，分別
較 1 月增加 1.47%、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