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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統計 

科  目：統計實務（以實例命題） 

吳迪老師 

一、對以下各項敘述請判斷其是否正確。若該敘述完全正確，則回答完全正確，否則回答不完全

正確，並請說明該敘述不正確的部分。 

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在本國疆域（或一定地區）內，所有本國

人所經營的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成果。（5 分） 

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又稱生活成本指數（Costof Living Index, 

COLI），係衡量 2 個時點購買一固定籃子消費性商品及服務之支出金額變動。由於該固定

籃子之消費性商品及服務為衡量一般家庭購買之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因此又稱生活成本指

數。（5 分） 

我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er Price Index, PPI）係衡量生產者為生產商品或服務，所投入

購買的價格變化。由於 PPI 為衡量國內產出市場價格的變化情況，因此以國產內銷之生產

者為主要對象。（5 分） 

綠色國民所得主要是觀察在發展經濟時，自然環境及資源耗損情況。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

係完全依照美國 ENRAP（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Project）架構進行

編製，目前主要內容包含自然資源存量變化與折耗、環境品質污染物排放與質損情形、以

及溫室效應、其他環境污染與污染產生之社會成本（例如空氣污染對人體健康之損害程度

等）。（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物價指數與國民所得重要解釋名詞。 

【擬答】 

不完全正確。國內生產毛額是一國境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在一整年內從事各種生產之成

果（總所得）。（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不完全正確。生活成本在經濟學上有明確的定義，比較一般消費者在兩個不同時期，為了

維持相同滿足水準之支出變動即生活成本指數。但嚴格地說，不同組合的商品亦可給予消

費者相同效用或滿足，惟滿足水準甚為抽象，難以衡量，在實務上乃以購買固定組合的商

品（即所謂「固定市場籃」（fixed market basket），表示相同滿足水準，此為各國所編消

費者物價指數的理論基礎。因此，生活成本指數和消費者物價指數僅在反映價格漲跌而非

生活水準變化。（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不完全正確。PPI 為衡量國內產出市場價格的變化情況，包含國產內銷及國產外銷之產品

價格。（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不完全正確。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係按聯合國之環境經濟綜合帳 SEEA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整合系統架構及配合國情可取得之項目進行編製，

受限於基礎資料之限制，現編主要內容包括自然資源（水資源、非金屬礦產、能源礦產與

土石資源）存量變化與折耗，以及環境品質（空氣、水及固體廢棄物）污染物排放與質損

等情形，並據以估算我國綠色 GDP 的規模，陳示經濟與環境互動之關係。（資料來源：行

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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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國富統計？一般常聽到的國內生產毛額，也就是「國富毛額」嗎？什麼是「國民經濟會

計」？下表為臺灣 104~108 年度國富統計相關資料，表中非金融性資產包含那些項目？為何

表中各年度的非金融性資產的淨額均低於非金融性資產的毛額？家庭對銀行的存款或貸款金

額會包含在金融性資產淨值中嗎？（25 分）    

毛額 總計 非金融性資產 金融性資產淨值 

104 年底 245.08 210.12 34.96 

105 年底 249.66 213.51 36.14 

106 年底 252.60 215.36 37.24 

107 年底 261.78 220.39 41.39 

108 年底 268.02 225.82 42.21 

淨額    

104 年底 199.95 164.98 34.96 

105 年底 202.55 166.40 36.14 

106 年 203.89 166.66 37.24 

107 年 210.64 169.25 41.39 

108 年 214.18 171.98 42.21 

（單位：新臺幣兆元）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國富統計的定義及相關概念。 

【擬答】 

國富統計就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財富，具體而言，就是全體國民在特定時間點所擁有全部

財貨的價值總額。 

國內生產毛額是一國境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在一整年內從事各種生產之成果（總所

得），所得除用於消費外，形成投資，成為當年資產的「增量」；而國富毛額乃是衡量某

特定時點國民財富的「總量」，前者係統計一段期間（如一季或一年）的情形，屬於「流

量」的概念，後者則統計特定時點（如某年底）前各期間之資產增量所累積的結果，是屬

於「存量」的概念，若將二者結合則可完整表達「國民經濟會計」。 

非金融性資產包含:房屋及營建工程、運輸工具、機械設備、家庭耐久財及半耐久財、智慧

財產、存貨、土地。 

非金融性資產的毛額減去折舊等於非金融性資產的淨額。 

家庭對銀行的存款或貸款金額不包含在金融性資產淨值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三、生命表係將特定範圍之全體人口，就其死亡因年齡而異所產生之狀況，以各種函數表示之統

計表。生命表中常用的函數包含 等。 

分別說明 等代表的意義。（5 分） 

何謂定常人口？並以 中函數說明 n Lx, Tx 如何計算，另外在均勻死亡假設下，以 中函數

說明 Lx如何計算。（5 分） 

何謂平均餘命？以 中函數說明 e
。

x如何計算。（5 分）  

已知以下的生命表，計算 p10, 2p1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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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生命表解釋名詞及計算公式，常考題型。 

【擬答】 

 

生存機率（nPx）Survival Probability： 

已達某年齡(x 歲)者，其到達 x+n 歲時仍生存之機率。至單一年齡之生存機率，則以 Px

表示。   

 死亡機率（nqx）Probability of Death： 

x 歲者在到達 x+n 歲時可能遭受死亡之機率。至單一年齡之死亡機率，則以 qx表示。 

   生存數（lx）Number of Survivors： 

一定出生數(通常基數(lo)定為 100,000 人)其到達某年齡(x 歲)時尚可生存之人數。 

   死亡數(ndx)Number of Deaths： 

x 歲之生存數 lx中在到達 x+n 歲前之死亡人數。x 歲在一年內之死亡數，通常以 dx表

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定常人口（
xxn TL , ）Stationary Population： 

出生數通常假定為 10 萬人，假設其死亡秩序不變，經過一段期間其人口之年齡結構並未因

此而有所變動，此種狀態之人口稱為定常人口。 

xn L ： x歲至 nx + 歲活存人年數= 
+nx

x
t dtl  

xTx : 歲以後累積活存人年數總數
++



++++==  LLLLdtl xxx
x

t 21
 

t　lt : 歲之生存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平均餘命（ xe


）Life Expectancy ： 

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的死亡風險後，他們所能活存的預期

壽命而言，即到達 x 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 歲之平均餘命。零歲之平均餘

命特稱「平均壽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其計算公式：
x

x
x

l

T
e =


  

xe


： x歲之平均餘命 

xT ： x歲之定常人口累積數 

xl ： x歲之生存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P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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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P10=0.91 

四、 「行業」與「職業」有何不同，除說明兩者差異外，舉一實例說明「行業」與「職業」的

不同之處。（5 分） 

我國的「行業」與「職業」是依據什麼標準訂定的？這些分類對統計工作有什麼幫助？

（10 分） 

自 COVID-19 疫情爆發後，線上購物興起，改變了部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一類的電子

商務活動，在行業統計分類上應如何歸類？（5 分）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行業與職業標準分類,常考題型 

【擬答】 

「行業」係指場所單位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種類，「職業」則指工作者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

工作。以受僱於酒廠擔任貨車司機為例，其職業為「貨車駕駛人員」，而酒廠係屬「飲料

製造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統計資料通常由各機關就業務範圍編製並發布，為避免分類方式歧異，降低資料連結

比較分析之功能，故須訂定各種統計標準分類以規範各機關統計資料歸類方式之一致性，

俾提高資料使用價值。聯合國政府統計十大準則亦指出，採行國際規範之理念、分類及方

法，有助於提升全球政府統計之一致性及有效性。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聯合國 ISIC 3.1 版對電子商務之定義為：企業單位接到訂單後，以各種電子媒介方式處理

所生產之商品及勞務之交易，例如藉由電話、傳真、電視、電子資料交換（EDI）及網際

網路。簡單而言，凡經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從事商品或勞務之所有權移轉的商業

交易行為即為電子商務。從事商品或勞務之所有權移轉有三個階段，即下單、付款及交

貨，而電子商務交易可以包含藉由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從事前述第一階段、前兩階

段、或三個階段之行為。電子商務雖和傳統銷售方式不同，但從行業分類歸類原則的角度

來看，兩者並無不同，所以不論是採用電子商務或傳統銷售手法之經營模式，均應依該經

濟活動的實際內涵分別歸入適當類別，例如專門透過網際網路販售旅行產品之旅遊業者，

其經濟活動內涵與傳統業者相同，同樣是代客安排旅程、代購交通客票、代辦出國簽證手

續等相關服務，故歸入「旅行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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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根據統計法施行細則，統計相關文件與資料（如公務統計原始資料、公務統計報表、統計調

查結果及統計書刊等）保存的原則與保存期限為何？銷毀的條件為何？（15 分） 

《考題難易》 ★★ 

《破題關鍵》：統計法規常考題型 

【擬答】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 

第 35 條 

統計相關文件與資料以電子儲存媒體保存為原則，保存期限如下： 

一、公務統計報表、統計調查結果及統計書刊應永久保存。 

二、公務統計原始資料自報表編竣日起算，錄入電子儲存媒體者至少保存十年，書面保存者

至少保存五年。 

三、統計調查原始資料自統計結果編竣日起，錄入電子儲存媒體者，基本國勢調查永久保

存，其餘調查至少保存十年；書面保存者，調查週期五年以上者至少保存五年；半年以

上未達五年或不定期者至少保存二年；未達半年者至少保存一年。 

屆滿保存期限或已錄入電子儲存媒體之書面資料，經機關長官核准後得予銷毀。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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