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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詴題 

類  科：統計 

科  目：統計實務（以實例命題） 

 

一、為了解勞工就業及生活狀況，勞動部每年辦理「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請依據該調查

的抽樣設計，定義適當的符號及註標，寫出具某項特徵的參數之估計式及其變異數。(30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偶爾會出現的考題,但參數之估計式及其變異數

為冷門的考題。  

【擬答】： 

抽樣設計: 以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參加勞工保險之本國勞工為抽樣母體，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按員工服務單位之行業別 （19 個大行業）、員工規模別（29 人以下、30〜49 人、50〜199 

人、200〜499 人、500 人以上）、地區別(北部地區、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分層，

預計回收有效樣本 4,000份。 

推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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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jk ：表第 i 大行業，第 j 規模層，第 k 地區層母體勞工人數  

nijk ：表第 i 大行業，第 j 規模層，第 k 地區層樣本勞工人數  

Eijk ：表第 i 大行業，第 j 規模層，第 k 地區層之擴大權數  

     ：表第 i 大行業，第 j 規模層，第 k 地區層，第 l 個樣本之某一特徵值   ̂：表推算之

第 i 大行業某一特徵值之總和  

 ̂：表推算之某一特徵值總和  

    
 ：表第 i 大行業，第 j 規模層，第 k 地區層之樣本某一特徵值變異數  

V( ̂ ：表推算某一特徵值總和變異數之推算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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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主計總處負責統籌受僱員工薪資調查，請說明其調查週期、調查項目、抽樣母體來源

及抽樣方法。(24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受僱員工薪資調查為常考考古題,近幾年出現過幾次,基本題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154~P158。 

【擬答】： 

調查週期： 

本調查定為每月辦理 1次，於每月 1日至 20日為調查實施時間，蒐集上月資料。  

調查項目 

一般概況：包括主要產品名稱或營業項目、本月規定每人應工作日數、每人每日應工作時數、

上月底員工總數等。 

受僱員工人數：包括經常員工與臨時員工人數、本月進入人數與退出人數。 

受僱員工實際工作總人時數：包括正常工作時數與加班工作時數。 

受僱員工薪資：包括經常性薪資、加班費與其他非經常性薪資。 

輔助問題：包括規定放假日數及工作日數、規定每人每日應工作時數、上月底員工總數（營

造業為月內人數）；勞務委外(外包派遣)情形(製造業及水電燃氣業)；生產（或工程量、營

業額等）狀況；生產工員（或營建工員）計酬方式；調整經常性薪資情形；發放非經常性薪

資情形等。 

抽樣母體： 

製造業採用經濟部「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資料檔」為主，其餘行業則採行政院主計處（以下

稱本處）之最新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母體資料檔。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最新之「營業稅稅籍主檔」。 

其他有關行政機關之行政登記及公務統計資料檔。 

抽樣方法： 

按各細行業採「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法」，其中對各公營事業單位、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

等事業單位，採全查法。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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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表呈現 2011〜2020 年之製造業的受僱員工人數，以及依據 2016 年為基期的勞動生產力指

數。請以 2016 年為基期，分別計算各年度的生產指數及受僱者工時指數。(24分) 

年 受僱員工人數 勞動生產力指數 

2011 2,595,550 90.01 

2012 2,627,966 89.98 

2013 2,653,842 92.20 

2014 2,714,992 95.82 

2015 2,753,247 95.00 

2016 2,767,804 100.00 

2017 2,809,591 103.53 

2018 2,845,162 105.97 

2019 2,854,715 105.80 

2020 2,841,148 114.86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中的勞動生產力指數為常考題型,但這題條件給的少,須小心

做答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P160。 

【擬答】： 

勞動生產力指數=
生產指數

受僱者工時指數
 

年 受僱員工人數 勞動生產力指數 受僱者工時指數 生產指數 

2011 2595550 90.01 93.78 84.41 

2012 2627966 89.98 94.95 85.44 

2013 2653842 92.20 95.88 88.40 

2014 2714992 95.82 98.09 93.99 

2015 2753247 95.00 99.47 94.50 

2016 2767804 100.00 100.00 100.00 

2017 2809591 103.53 101.51 105.09 

2018 2845162 105.97 102.79 108.93 

2019 2854715 105.80 103.14 109.12 

2020 2841148 114.86 102.65 1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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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抽)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資料提供對象及作業方式分為兩

類，請說明可以提供的資料為何？並分別說明兩類作業方式的提供對象及申請方式。(22分)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抽)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為近年新考題,同學需加以

注意 

《命中特區》：吳迪著”統計實務總複習教材”P72~P75。 

【擬答】： 

第一類資料：指去除個別識別碼(如身分證統一編號、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公司中文名稱、姓

名等)及較具敏感性資料特徵值後之原始資料，或原始資料經同類合併、彙整等處理後之次級

資料，得由資料使用者填寫申請單，向總處資料主管單位申請，各單位受理後，須依統計法相

關規定審核後提供。。 

第二類資料：指去除個別識別碼或將其亂碼後之資料內容仍有涉及隱私之虞或具敏感性，須於

總處資料處理場地臨場作業，其提供對象、申請方式及相關限制如次： 

提供對象：政府或民意機關、學校、學術研究或其他專業機構。 

申請方式：資料需求者須行文提出申請，並檢附申請單、運用資料之目的及用途等相關文件。

申請單、提供資料清單及資料格式詳「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抽)查第二類資料申請單(須於

資料處理場地作業)」。 

資料提供範圍： 

政府或民意機關：須以統計為目的，攜出資料僅限彙總之統計結果。惟辦理依統計法列管

之統計調查，應調查名冊所需，得攜出調查執行所需之受訪者基本資料；另為提升普(抽)

查效能，精簡相關統計調查，得連結相關檔案。 

學校、學術研究或其他專業機構：非經許可不得連結其他檔案，攜出資料僅限彙總之統計

結果。 

作業方式：電腦僅配備 OFFICE 軟體，資料使用者須自行準備其他需使用之軟體及軟體授權

文件。 

申請資料方式及程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普（抽）查資料申請程序流程圖」辦理如次： 

提出申請：資料需求者於總處網站之出版品及普(抽)查資料提供項下查詢提供資料清單及資

料格式，並依資料機密性選擇適用之申請單。 

審查程序：普(抽)查主辦科就提出之申請，審查其內容是否符合規定，若屬第一類資料，審

查後得直接回覆結果；至申請第二類資料，普(抽)查主辦科應就使用者身分、使用目的及用

途、所需資料內容及攜出內容等事項逐一審查，簽報單位主管核准，若係重大案件，應專案

簽報主計長核可。 

為落實普(抽)查資料保管規定，前揭資訊安全維護機制及檔案管理人員，請併申請案報送總

處列管，異動時亦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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