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計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調查月份 聯絡電話

消費者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1]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為主

，電訪、網路填報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每旬 02-23803523

進出口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2] 網路填報為主，郵寄、電訪

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每月 02-23803523

生產者價格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3] 網路填報為主，郵寄、電訪

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每月 02-23803451

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4] ▲
基層統計調查網；電訪為主

，面訪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材料類：每旬勞務

類：每月
02-23803523

服務業價格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 網路填報為主，郵寄、電訪

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每月 02-23803523

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

查7]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為主

，網路填報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綜合

統計處
108年6-7月 02-23803537

人力資源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10]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及電

訪。

行政院主計總處國勢

普查處
每月 02-23803606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12]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郵

寄為主，網路填報為輔。

行政院主計總處國勢

普查處
每月 02-23803638

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17]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行政院主計總處地方

統計推展中心
每月

049-2394048
049-2394041

不動產服務業經營概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

查18]
面訪、電訪。 內政部統計處 108年6-8月 02-23565357

營造業經濟概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19]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內政部營建署 108年6-7月 02-87712482

教育消費支出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21] 郵寄 教育部統計處 108年4-7月 02-77365753
成人教育調查 電訪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108年4-7月 02-77365675

郵寄為主 網路填報 電 02 23212200

調查方式

108年6月各機關辦理統計調查一覽表

1.「▲」表示該調查係由行政院主計總處派駐在各縣市之基層統計調查網路員進行訪查，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主計處為協辦機關(構)。
2.「調查月份」係指正式訪查作業實施期間，實務上部分調查會有後續 1-2 個月之催收期。

3. 民眾如需進一步了解各機關每月辦理統計調查情形，請逕上行政院主計總處網路

  （https://www.dgbas.gov.tw）「本月辦理統計調查總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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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22] 郵寄為主，網路填報、電

訪、傳真為輔。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8504

工廠校正及營運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23] 網路填報、郵寄、面訪。 經濟部統計處 108年6-7月
02-23212200
#8536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動態調查 [指定統計

調查25]
郵寄為主，網路填報、電

訪、傳真為輔。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8514

批發、零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 [指定

統計調查26]
郵寄為主，傳真、網路填報

為輔。
經濟部統計處 108年6-7月

02-23212200
#8519

電腦及資訊服務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租

賃業動態調查[指定統計調查27]
郵寄為主，網路填報、傳真

為輔。
經濟部統計處

108年1、3-4、6-7、
9-10、12月

02-23212200
#8891

專業服務業營運及投資概況調查 [指定統

計調查28]
郵寄、傳真、網路填報。 經濟部統計處 108年6-8月

02-23212200
#8520

外銷訂單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29] 郵寄為主，網路填報、電

訪、傳真為輔。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8534

蘭嶼地區居民生活環境與飲食習慣調查 面訪 經濟部臺灣電力公司 108年2-9月
02-23212200
#8523

亞洲矽谷—資料服務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

查
網路填報為主，郵寄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4-7月

02-23212200
#8891

離岸風力發電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網路填報、郵寄為主，傳

真、面訪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5-7月

02-23212200
#8891

智慧機械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網路填報、郵寄為主，傳

真、面訪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4-7月

02-23212200
#8891

數位印刷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網路填報、郵寄為主，傳

真、面訪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4-7月

02-23212200
#8891

人工智慧應用服務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網路填報、郵寄為主，傳

真、面訪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5-7月

02-23212200
#8891

保健食品產業專業人才需求調查
網路填報、郵寄為主，傳

真、面訪為輔。
經濟部工業局 108年5-7月

02-23212200
#8891

砂土石產銷存動態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31] 網路填報 經濟部礦務局 每月 02-23113001 #440

自用小客車使用狀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35] 郵寄 交通部統計處 108年3-6月 02-2349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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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車使用狀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36] 郵寄 交通部統計處 108年3-6月 02-23492712

旅運及倉儲業產值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37] 郵寄 交通部統計處 108年5-7月 02-23492735

遊樂園及主題樂園業營運概況調查 [指定

統計調查39]
郵寄 交通部統計處 108年4-7月 02-23492711

來臺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面訪 交通部觀光局 每月
02-23491500
#8124

108年漁業生產者之氣象預報資訊價值評

估調查
面訪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8年6-11月 02-23491037

公民營企業資金狀況調查
1.公營：郵寄。

2.民營：面訪或電訪。
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108年6-8月 02-23571770

金融業務調查 留置填表、網路填報。 中央銀行經濟研究處 每月 02-23571743

醫事機構服務量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47] 網路填報 衛生福利部統計處 108年3-6月 02-85906822

青少年吸菸行為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3-6月 02-25220862

青少年世代健康行為長期追蹤調查 網路填報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3-6、9-12月 04-22172308

國民營養健康狀況變遷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2-12月 02-25220822

臺灣出生世代研究調查 電訪、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3-9月 04-22172308

臺灣版迷你營養評估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1-10月 02-25220746

懷孕婦女營養狀況追蹤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每月 04-22172431

高中、高職、五專學生健康行為調查 無記名自填問卷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3-6月 02-25220862

中老年身心社會及生活狀況長期追蹤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4-12月 04-22172305

退休規劃與退休歷程對退休後健康狀況之

影響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1-6月 02-25220720

107年部落社區健康行為提升調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

署
108年5-6月 02-25220739

健康福祉計畫高雄市山地原鄉家戶健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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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福祉計畫高雄市山地原鄉家戶健康調

查
面訪 衛生福利部資訊處 108年4-6月 02-85906335

全國研發狀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49] 郵寄、電訪。
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

技司
108年3-9月 02-27377247

莫拉克颱風社會衝擊與復原調查（第五

期）
面訪

科技部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108年6-8月 02-81958652

臺灣出版產業調查 郵寄、電訪。 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 108年6-7月 (02)85126613

影視廣播內容產業調查
郵寄為主，面訪、電訪為

輔。

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

樂產業局
108年6-8月 (02)85126613

流行音樂產業調查
郵寄為主，面訪及電訪為

輔。

文化部影視及流行音

樂產業局
108年4-6月 (02)85126611

畜牧類農情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3]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計室

108年1、4-7、10-12
月

02-23126371

畜禽產品價格查報 [指定統計調查55]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計室
每旬 02-23126369

農民生產所付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6]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計室
每月 02-23126363

農情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7]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每期作 049-2341172

稻作生產量及基準收穫量調查 [指定統計

調查58]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每期作 02-23937231 #680

稻穀生產成本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9]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每期作

049-2332380
#2532

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60]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每期作 049-2341186

農產品產地價格查報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61]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每旬

049-2332380
#2538

有機農場經營概況調查 面訪、電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糧署
108年6-9月 049-2341186

主要畜禽產品生產成本調查 [指定統計調

查54]
面訪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畜

牧處
每月 02-2312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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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採購經理人指數調查 網路填報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

發展處
每月 02-23165673

個人家戶數位機會調查 電訪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

管理處
108年6-8月

02-23165300
#6841

持有手機民眾數位機會調查 電訪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

管理處
108年6-8月

02-23165300
#6841

108年網路使用者數位機會調查 網路填報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

管理處
108年6-7月

02-23165300
#6841

勞工生活及就業狀況調查 郵寄 勞動部統計處 108年6-7月 02-8902906

身心障礙者勞動狀況調查 電訪為主，郵寄為輔。 勞動部統計處 108年6-7月 02-85902914

育嬰留職停薪期滿復職關懷調查 郵寄 勞動部統計處 108年5-6月 02-85902904

污染防治支出統計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50] 郵寄為主，網路填報為輔。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統

計室
108年6-8月

02-23117722
#2107

原住民就業狀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63] 面訪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

福利處

108年3-4、6-7、9-
10、12月

02-89953182

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業調查 [（逢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年列入指定統計調查51]
網路填報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主計室
108年6月 02-89680777

臺北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66]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電

訪。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7287648

臺北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67]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電

訪。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7287653

臺北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69]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2-27287653

臺北市成人吸菸行為訪問調查 電訪 臺北市政府衛生局 108年6月 02-27208889

來臺旅客在臺北市之消費及動向調查 面訪
臺北市政府觀光傳播

局
每月

02-27208889
#7562

新北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70]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9603456
#7519

新北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71]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9603456
#7519

新北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73]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新北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2-29603456
#7520

桃園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03 332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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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75]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3-3322101
#5568

臺中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76]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4-22289111
#19413

臺中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77]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4-22289111
#19413

臺中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79]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4-22289111
#19412

臺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81]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6-2991111 #8808

高雄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82]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7-3368333 #2740

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83] ▲

基層統計調查網；高市府所

屬機關學校工程單位派員；

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7-3368333 #3711

高雄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85] ▲ 基層統計調查網；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7-3368333
#2753

108年高雄市大專青年就業需求及現況調

查
自填問卷、郵寄、電訪。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 108年4-7月 07- 8124613

高雄市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及需求調查 面訪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108年6-9月 07-3373390

108年高雄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市場需求及

參訓職類調查
電訪、面訪、郵寄。

高雄市政府勞工局博

愛職業技能訓練中心
108年5-6月

07-214033
#350

108年宜蘭縣婦女生活需求調查 面訪 宜蘭縣政府社會處 108年6-7月 03-9328822
#437

臺東縣108年度兒童及少年生活需求調查 面訪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108年5-7月
089-345106
#267

108年臺東縣就業市場發展趨勢與職訓需

求調查
面訪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108年6-10月

089-328254
#352

108年澎湖縣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生活

狀況調查
面訪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108年5-9月

06-927440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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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年新竹市重要遊憩據點遊客人次及滿

意度調查
面訪

新竹市政府城市行銷

處
108年1-7月

03-5216121
#541

金門縣家庭收支概況調查 [指定統計調查

87] 面訪 金門縣政府主計處 每月 082-325544

金門縣消費者物價指數查編 面訪 金門縣政府主計處 每旬 082-325544

金門觀光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面訪 金門縣政府觀光處 每月
082-318823
#6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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