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戶籍人口

總計：23,161,517人
男性：11,634,094人
女性：11,527,423人

常住國外人口

總計：599,884人
男性：335,976人
女性：263,908人

外籍產業勞工、幫傭及看護工

總計：379,800人
男性：140,395人
女性：239,405人

常住人口

總計：23,123,866人
男性：11,489,285人
女性：11,634,581人

未滿15歲人口（占15.8％）

總計：3,582,513人
男性：1,870,546人
女性：1,711,967人

15－64歲人口（占73.5％）

總計：16,716,793人
男性： 8,314,358人
女性： 8,402,435人

0－6歲學齡前兒童

總計：1,230,745人
男性： 642,880人
女性： 587,865人

6－14歲學齡兒童

總計：2,351,768人
男性：1,227,666人
女性：1,124,102人

未上幼稚園或托兒所人口

總計：734,240人
男性：381,821人
女性：352,419人

已上幼稚園或托兒所人口

總計：496,505人
男性：261,059人
女性：235,446人

國小及以下程度人口

總計：3,277,734人
男性：1,237,929人
女性：2,039,805人

國（初）中程度人口

總計：2,750,682人
男性：1,452,079人
女性：1,298,603人

高中（職）程度人口

總計：6,073,379人
男性：3,122,004人
女性：2,951,375人

專科程度人口

總計：2,258,124人
男性：1,159,328人
女性：1,098,796人

大學程度人口

總計：3,981,113人
男性：1,992,431人
女性：1,988,682人

研究所程度人口

總計：820,521人
男性：514,573人
女性：305,948人

未婚人口

總計：6,317,593人
男性：3,467,348人
女性：2,850,245人

已離婚或分居人口

總計：1,054,385人
男性： 493,203人
女性： 561,182人

配偶死亡人口

總計：1,042,864人
男性： 198,328人
女性： 844,536人

外僑、中國大陸（含港澳）常住人口

總計：182,433人
男性： 50,772人
女性：131,661人

年齡結構

教育程度

婚姻狀況

外國籍、中國大陸（含港澳）常住人口

總計：562,233人
男性：191,167人
女性：371,066人

常住人口
（扣除外籍產業勞工、幫傭及看護工）

總計：22,744,066人
男性：11,348,890人
女性：11,395,176人

65歲以上人口（占10.7％）

總計：2,444,760人
男性：1,163,986人
女性：1,280,774人

本國籍常住國內人口

總計：22,561,633人
男性：11,298,118人
女性：11,263,515人

單身人口

總計：8,414,842人
男性：4,158,879人
女性：4,255,963人

大專及以上程度人口

總計：7,059,758人
男性：3,666,332人
女性：3,393,426人

非單身人口
（有配偶或同居）

總計：10,746,711人
男性： 5,319,465人
女性： 5,427,24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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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鄉鎮市區

通勤工作人口：4,626,466人
　通勤率：43.0％

15－24歲

通勤工作人口：364,439人
      通勤率：40.8％

25－34歲

通勤工作人口：1,588,116人
　通勤率：51.8％

35－44歲

通勤工作人口：1,322,733人
　通勤率：46.0％

45－54歲

通勤工作人口：996,242人
      通勤率：37.3％

55－64歲

通勤工作人口：331,092人
      通勤率：32.0％

65歲以上

通勤工作人口：23,844人
      通勤率：10.9％

跨縣市

通勤工作人口：1,489,381人
　通勤率：13.8％

同縣市跨鄉鎮市區

通勤工作人口：3,137,085人

   通勤率：29.2％

15－24歲

通勤工作人口：110,934人
      通勤率：12.4％

25－34歲

通勤工作人口：523,477人
      通勤率：17.1％

35－44歲

通勤工作人口：433,198人
      通勤率：15.0％

45－54歲

通勤工作人口：306,230人
      通勤率：11.5％

55－64歲

通勤工作人口：108,239人
      通勤率：10.5％

65歲以上

通勤工作人口：7,303人
        通勤率：3.3％

跨鄉鎮市區

通學人口：1,517,418人
通學率：34.0％　　

國小及以下程度

通學人口：93,786人
通學率：6.1％　

國（初）中程度

通學人口：118,996人
通學率：13.0％　

高中（職）程度

通學人口：657,839人
通學率：70.8％　

大專及以上程度

通學人口：646,797人
通學率：59.2％　

跨縣市

通學人口：475,392人
通學率：10.6％　

同縣市跨鄉鎮市區

通學人口：1,042,026人
通學率：23.3％　

國小及以下程度

通學人口：16,667人
通學率：1.1％　

國（初）中程度

通學人口：19,152人
通學率：2.1％　

高中（職）程度

通學人口：148,672人
通學率：16.0％　

大專及以上程度

通學人口：290,901人
通學率：26.6％　

需長期照護人口

475,282人

未滿15歲人口

9,091人

15－44歲人口

52,409人

45－64歲人口

102,992人

65歲以上人口

310,790人

65－69歲人口

34,653人

70－74歲人口

47,891人

75－79歲人口

62,444人

80歲以上人口

165,802人

需長期照護人口

臺灣地區15歲以上通勤工作人口及通勤率

臺灣地區6歲以上通學人口及通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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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

1,629,970戶

祖父母及未婚孫子女
（隔代家庭）

101,626戶

夫婦及已婚子女

300,550戶

2人

1,633,310戶

3人

1,551,340戶

4人

1,412,485戶

5人

647,519戶

6人以上

539,747戶

1,216,691戶

主幹家戶（16.4％）

4,028,505戶

核心家戶（54.3％）

1,629,970戶

單人家戶（22.0％）

539,205戶

其他家戶（7.3％）

814,515戶

祖父母、父母及未婚子女夫婦

817,971戶

107,453戶

未婚或離婚 配偶死亡或其他

37,771戶 223,117戶

未婚或離婚 配偶死亡或其他

186,745戶

409,862戶

女性單親家長

145,224戶

男性單親家長

居住於住宅

7,395,231戶

居住於其他房屋或處所

19,140戶

現住住宅為自有
(占79.2%)

5,856,296戶

現住住宅為不住在一起的
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

(占4.8%)

353,674戶

現住住宅為租用
(占10.9%)

808,104戶

現住住宅為配住
(占0.7%)

49,709戶

現住住宅為其他權屬
（含借住）
(占4.4%)

327,448戶

有其他自有住宅

233,357戶

442,763戶

有親屬關係

96,442戶

無親屬關係

現住住宅非自有

1,538,935戶

有其他自有住宅

1,231,112戶

沒有其他自有住宅

1,305,578戶

沒有其他自有住宅

4,625,184戶

夫婦及未婚子女

2,655,448戶 555,086戶

夫（或婦）及未婚子女

（單親家庭）

戶內人數

家戶型態

住宅所有權屬及
有無其他自有住宅

7,414,371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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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8,074,529宅

住宅專用

5,802,100宅

住宅兼其他用途

338,913宅 373,912宅 1,559,604宅

住宅竣工年份

未滿60平方公尺
（未滿18坪）

1,094,008宅 3,801,891宅

120-未滿180平方公尺
（36-未滿54坪）

1,905,960宅

180平方公尺以上
（54坪以上）

1,272,670宅

住宅面積

民國59年以前

923,320宅

民國60-69年

2,015,621宅

民國70-79年

1,711,872宅

民國80-89年

2,242,043宅

民國90-99年

1,181,673宅

是否有人經常居住
及住宅用途

兼工業用

41,117宅

兼商業或服務業用

289,534宅

兼農業用

8,262宅

有人經常居住住宅(占76.1%)

6,141,013宅

無人經常居住住宅(占23.9%)

1,933,516宅

60-未滿120平方公尺
（18-未滿36坪）

供其他用途
未供其他用途

（空閒住宅率19.3%）

4


	4-1主要統計結果(人).pdf
	4-2主要統計結果(戶)
	4-3主要統計結果(宅)
	常住人口
	常住人口-A3橫-1060104.vsd
	常住人口
	頁-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