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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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每旬 02-23803523

進出口物價調查
郵寄問卷、

網路填報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每月 02-23803523

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材料類：每旬

勞務類：每月
02-23803523

製造業及礦業產品出廠價格調

查

郵寄問卷、

網路填報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每月 02-23803523

服務業價格調查 郵寄問卷 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 每月 02-23803523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 每月 02-23803638

人力資源調查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 每月 02-23803619

家庭收支調查-記帳調查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每月 049-2394043

家庭收支調查-訪問調查 ▲ 面訪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統計推

展中心

104年1-2、12

月
049-2394043

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 郵寄問卷 教育部體育署 104年9-12月 02-87711982

工業產銷存動態調查 郵寄問卷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523

外銷訂單調查 郵寄問卷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523

商業動態調查 郵寄問卷 經濟部統計處 每月 02-23212200 #858

資訊服務業、專業技術服務

業、租賃業動態調查
郵寄問卷 經濟部統計處

104年1、3-

4、6-7、9-

10、12月

02-23212200 #528

砂土石產銷存動態調查 郵寄問卷 經濟部礦務局 每月 02-23212200 #523

調查方式

104年12月各機關統計調查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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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進行訪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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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http://www.dgbas.gov.tw）「本月辦理統計調查總覽」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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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調查月份 聯絡電話調查方式

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電訪 交通部統計處 104年9-12月 02-23492712

國家風景區遊客調查 面訪 交通部觀光局 每月
02-23491500

#8125

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面訪 交通部觀光局 每月
02-23491500

#8124

金融業務調查
自行填報、

網路填報
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 每月 02-23571844

10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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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7-12月 04-22172305

103-105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

變遷調查
面訪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03年3月-105

年12月
04-22172316

103-104年國民長期照護需要

調查
面訪 衛生福利部社會保險司

103年9月-104

年12月
02-85906765

104年成年與老年人口腔健康

調查
面訪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
104年8-12月 02-85907472

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之流行病

學調查
面訪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
104年6-12月 02-85907469

中型（主力）農家所得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104年1-3、12

月
02-23126368

畜牧類農情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104年1、4-

7、10-12月
02-23126364

主要畜禽產品生產成本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每月 02-23126369

農民所付物價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每月 02-23126368

畜禽產品價格查報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計室 每旬 02-23126369

農產品產地價格查報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每旬 02-23126368

農情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每期作 049-2341172

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每期作 049-2341186

稻作生產量及基準收穫量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每期作 02-23937231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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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調查月份 聯絡電話調查方式

稻穀生產成本調查 面訪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每期作
049-2341103

#2530

臺灣採購經理人指數（PMI）

調查

電子郵件、

網路填報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發展處 每月

02-23165300

#5526

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 面訪 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處
104年3、6、

9、12月

02-25571600

#1644

臺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2-1999 #7654

臺北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 面訪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1999 #7653

臺北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 面訪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1999 #7648

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3、12

月
02-27287654

104年臺北市原住民族就業概

況調查及104年臺北市各行業

原住民業主經營概況調查

面訪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

員會

104年9-12

月、105年1月

02-2720600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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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2、12

月

02-29603456

#7517

新北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 面訪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9603456

#7493

新北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 面訪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2-29603456

#7492

新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2-29603456

#7517

桃園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2、12

月
03-3322101 #5575

桃園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3-3322101 #5568

臺中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3、12

月

04-22289111

#19412

臺中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4-22289111

#19412

臺中市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 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4-22289111

#1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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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調查名稱 主辦機關 調查月份 聯絡電話調查方式

臺中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 面訪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4-22289111

#19418

104年臺南市獨居老人生活狀

況及福利需求調查
面訪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4年10-12月 06-2991111 #8478

104年臺南市低收入戶生活狀

況暨脫貧方案需求調查
面訪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104年12月 06-2991111 #8346

臺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2、12

月
06-2991111 #1580

臺南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臺南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6-2991111 #8429

高雄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 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104年1-2、12

月
07-3368333 #2753

高雄市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 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每月 07-3373712

高雄市消費者物價調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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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訪 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每旬 07-3368333 #3711

104年花蓮縣國民小學四年級

菸害問卷調查
面訪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104年9-12月 03-8227141 #255

基隆市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與

福利需求調查
面訪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104年10-12月

02-24201122

#2217

嘉義市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與

福利需求調查
面訪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104年11-12月 05-2220072

104年嘉義市婦女生活狀況暨

福利需求調查
面訪 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104年10-12月 05-2254321 #155

金門縣消費者物價指數查編 面訪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每旬 082-325542

金門縣家庭收支概況調查 面訪 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每月 082-3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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