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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本統計圖像於民國 100 年 8 月創刊，期藉由與性別、族群有關議題

之統計圖，呈現臺北市之性別現況，引發社會對於性別間優劣地位之

關懷，並檢視社會政策落實性別平權之成果，進而提供各機關作為事

前制定政策及事後成效檢討之參據，並自 109 年起同時製作視覺化

動畫統計圖，為提升統計資料應用，本圖像動畫及電子書均置於臺北

市政府主計處網站(https://dbas.gov.taipei)「統計」項下「性別統計」專

區，以資各界參考。 

二、 本刊物係參採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編排，計分「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就業、經濟與福利」、「人口、婚姻與家庭」、「教育、

文化與媒體」、「人身安全與司法」、「健康、醫療與照顧」、「環境、

能源與科技」及「六都與國際都市」等 8 大類， 34 個主題，內容

除統計圖外，佐以簡要分析文字說明。至各年數字若與以前年度出

刊各版有出入者，以本年所列數字為準。 

三、 本刊物金額部分均指新臺幣，所引用度量衡單位，除極少數從慣例

外，一律採用公制；表內數字太長者，均酌予提高單位，計算時仍

以原始數據計算；因尾數四捨五入，故部分總數與細數間，或有未

能吻合情事。 

四、各圖所稱「年」係指全年；「年底」係指當年 12月底；「年度」係指

會計年度，即該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學年度」係指教育年

度，即當年 8月 1日至次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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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女性里長逐漸增 

男性議員占多數 

市議員性別比率及里長性比例 

108 年底臺北市市議員男性比率

67.74%，較女性 32.26%高出 35.48 個

百分點；另 107 年底里長性比例

253.49，男性里長人數約為女性 2.53

倍，女性里長雖占少數，但近年來有增

加趨勢，與 99 年底 4.49 倍相較 

，女性里長人數顯著成長。 



 
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機關首長男性多 

 市府女性主管持續增 

臺北市政府正副主管比率及機關首長性比例 

2 

臺北市政府女性正副主管占比自 100 年底首

度多於男性後持續增加；108 年底男性機關

首長續多於女性，性比例為 134.13。 

43.34% 

1,798 

56.66% 

2,351 

女性正副主管

2,351 人 

占 56.66% 

男性正副主管

1,798 人 

占 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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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決策與影響力 

女性志工超過半數 

志工人數互有增減 

志工人數概況 

108年底臺北市志工人數7萬968人，

其中女性 5 萬 2,521 人占 74.01%，

約為男性的 3倍，志工總人數 101年

底起呈逐年增加趨勢，惟 106 年底反

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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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中高齡差異最大 

勞參率女低於男 

年齡別勞動力參與率 

108 年臺北市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分別為 65.6%、51.7%，男性較女性
高 13.9 個百分點。就年齡別觀察，
男、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皆以 25 至 44
歲者最高，分別為 95.6%、85.3%，
其次皆為 45 至 64 歲者，分別為
77.8%、54.1%；其中男、女性勞參
率以 45 至 64 歲者差異最大，男性
較女性高 23.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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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失業率男性較女性高 

男女差距逐漸縮小 

失業率 

108 年臺北市失業率男性高於女性，各教育

程度失業率男性以大學程度 5.5%最高，較

107 年增加 1.4 個百分點，其次為高中程度

5.1%；同期女性失業率則以國小以下程度

8.6%最高，其次為大學程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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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職業不分性別 
專長無分男女 

就業者職業結構 

108 年臺北市就業者之職業，男、女性皆

以從事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為主，分別

占其 24.1%、33.1%；另男、女性以從事技

藝工作、機械設備操作及勞力工者比率差

異最大，男性較女性高 13.8 個百分點，其

次為事務支援人員，女性較男性高 11.1 個

百分點。 



 
就業、經濟與福利 

男性工時高於女性 

無酬者平均工時較長 

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 

108 年臺北市有酬就業者平均每週工時男

性 42.00 小時，女性 40.54 小時，分別較

107 年增加 0.28 小時(0.67%)、0.43 小時

(1.07%)；同期男、女性均以無酬就業者平均

每週工時較高，男性 44.23 小時，女性 44.35

小時，分別較 107 年增加 0.82 小時(1.89%)

及減少 1.21 小時(-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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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每人每月總薪資男性均較女性高 
臺灣地區工業及服務業 

臺灣地區受雇員工每人每月總薪資 

108 年臺灣地區工業及服務業每人每月總薪

資男性為 5 萬 8,152 元，較女性 4 萬 8,507

元為高，其中以工業部門就業者薪資差距最

大，男性 5 萬 8,245 元，為女性 4 萬 3,681

元的 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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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均以受僱人員報酬占比高 
經濟戶長所得總額大致增 

經濟戶長每戶所得總額來源 

臺北市經濟戶長每戶所得總額近年來大致

呈上升趨勢，107 年男性每戶 187.9 萬元，

高於女性每戶 153.1 萬元；若按來源別觀

察，男、女性均以受僱人員報酬最高，分別

占 55.9%、51.4%，其次均為經常移轉收入，

分別占 14.7%、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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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男性均較女性高 
所得收入占比漸增 

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 

臺北市 107 年所得收入者可支配所得男性

80 萬 2,987 元，較女性 59 萬 9,724 元為

高，男性所得收入者占全市男性人口比率

為 83.37%，女性為 63.39%，近年均大致

呈增加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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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政府關懷協助來相挺 

育嬰留職停薪不用怕 

育嬰留職停薪勞工關懷人數 

108 年臺北市勞工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津貼且同意接受臺北市政府

勞動局關懷協助措施之勞工以女性 7,418

人占多數，男性則為 1,047 人；男性關懷

人數占比為 12.37%，較 107 年 10.97%

增加 1.4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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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援手救助無差別 

特殊境遇無性別 

108 年臺北市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人

次計 9,856 人次，以女性 8,958 人

次(90.89%)占多數，男性則為898人

次。女性扶助人次自 105 年起呈增

加趨勢，男性近二年均為增加趨勢。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人次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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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經濟與福利 

女性身障集高齡 

身障人口男性多 

各年齡身心障礙人口比率 

108年底臺北市身心障礙人口計 12 萬 1,171

人，以男性 6 萬 5,351 人為多數，占 53.93%，

女性 5 萬 5,820 人，占 46.07%。按年齡結

構觀之，男、女性身心障礙人口皆以 65 歲以

上者占多數，分別為 41.78%、53.24%，且

女性 65 歲以上障礙者超過 5 成，顯示女性

身心障礙人口較男性更集中於高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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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女性人口較多 

出生男嬰占多數 

人口概況 

近年來臺北市設籍人口 
以女性居多，且男、女性人口差距逐年 
遞增，自 99 年底差距 9 萬人至 108 年底 
增為 12 萬人；近十年出生嬰兒性比例互
有增減，惟皆呈現男嬰多於女嬰之景況，
108 年出生男嬰 1 萬 1,100 人，女嬰 1 萬
368 人，出生嬰兒性比例為 107.06，超出 

正常範圍 104 至 106 之間。 



 
人口、婚姻與家庭 

未婚男性相對多 

結婚年齡往後移 

15 歲以上未婚人口比率 

108 年底臺北市 15 歲以上男性未婚人口比

率為 35.48%，較女性之 31.62%高出 3.86

個百分點，若按年齡別觀察，除 45 歲以上

未婚人口比率為女性高於男性外，其餘各年

齡層皆為男性高於女性，其中以 30 至 34

歲年齡組之未婚人口比率相差 13.89 個百

分點最多，其次為 35 至 39 歲年齡組相差

8.09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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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生育年齡向後移 

適齡生育很重要 

一般生育率 

108年臺北市女性一般生育率為33‰，

男性一般生育率為 27‰；若按 5 歲年

齡組別觀之，男、女性皆以 30 至 34 歲

一般生育率最高，分別為 77.3‰及 

89.6‰，其次為 35 至 39 歲， 

分別為 74.3‰、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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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婚姻與家庭 

女性較男性為高 
不動產繼承人數 

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數 

臺北市 108 年繼承不動產所有權人中，以

女性 2 萬 833 人居多，占 52.59%，較 107

年減少 4,106 人(-16.46%)，男性為 1 萬

8,784 人，占 47.41%，較 107 年減少 4,591

人(-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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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維護平等受教權利 

不受性別框架規限 

15 歲以上人口 
受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比率 

近年來 15 歲以上男性受大專以上

教育度比率皆高於女性約 6 個百分

點。108 年底臺北市 15 歲以上男性

受 大 專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比 率 為

65.93%，較女性 59.74%高 6.19 個

百分點，差距為近十年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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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運動好處多 

男女動起來 

市立運動中心使用人次 

108 年臺北市市立運動中心 

使用人次 1,178.7 萬人次， 

以男性 655.5 萬人次占 55.6% 

居多，女性使用人次 523.2 萬 

人次占 44.4%，男性人次為 

女性的 1.2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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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女性學習較踴躍 
銀髮長青再進修 

社區大學及成人教育 
就學人次性別比率 

108 年臺北市男、女性社區大學就學人次比

率分別為 27.28%及 72.72%，女性占比近

五年來持續上升；同年男、女性成人教育就

學人次比率分別為 18.57%及 81.43%，近

五年來女性人次皆為男性的 4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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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女性愛閱讀 

中年差距大 

108 年臺北市市立圖書館圖書借閱人

次女性多於男性，且男、女性皆以 40

至未滿 50 歲者最多，男性 39 萬 5 千

人次，女性 63 萬 4 千人次，女性較男

性多 23 萬 9 千人次，差距最大。 

市立圖書館圖書借閱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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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文化與媒體 

新移民子女逐年減少 
性別差距逐年縮小 

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數 

臺北市國中、小新移民子女學生數皆為

男性多於女性。108 學年度國中男、女

性新移民子女學生分別為 2,079 人、

2,063 人，國小男、女性新移民子女學生

分別為 3,538 人、3,334 人，國中、小新

移民子女男、女學生人數與占比差距皆

為近五學年度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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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女性家暴通報較多 

113專線保護您 

家庭暴力通報及求救件數結構比 

1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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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尊重身體自主 
女性被害居多 

各年齡性侵害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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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交通規則記在心 

安全有禮少事故 

A1 道路交通事故 

108 年臺北市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每萬

人死亡人數男性 0.41 人，與 107 年持

平；女性 0.22 人，較 107 年增加 0.05

人(29.41%)。肇事者為男性 77 人、女

性 6 人，分別較 107 年增加 12 人

(18.46%)及減少 1 人(-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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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 

刑案犯罪男性多 

少男少女差距大 

刑事案件犯罪人口率 

108 年臺北市各年齡層刑事案件犯罪

人口率以青年刑案犯罪人口率最高，

每十萬人犯罪人口數男性 4,688.05 人

，女性 1,107.70 人，分別較 107 年增

加 4.26%、減少 1.80%；其次為成年

刑案犯罪人口率；少年刑案犯罪人口

率男性約為女性 6.8 倍，差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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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高齡社會已來到 

女性平均餘命長 

零歲平均餘命及高齡人口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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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維護健康人生 

疾病不分男女 

前五大死因標準化死亡率 

108 年臺北市標準化死亡率男性為

每十萬人 394.80 人，女性為每十萬

人 239.93 人；兩性前五大死亡原因

依序為惡性腫瘤、心臟疾病、肺炎、

腦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男性標準化死

亡率均高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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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關懷溝通多聯繫 

保護你我他 

自殺個案通報數性別比率 

108 年臺北市自殺通報人次 6,628

人次，其中男性 2,411 人次，占 36.38%，

女性 4,217 人次，占 63.62%。就近十年

觀察，自殺通報人次均以女性為多數，占

6 成以上；男、女性自殺通報人次比率從

99 年差距 39.90 個百分點降至 108 年的

27.24 個百分點，大致呈現縮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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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醫療與照顧 

定期檢查兒童視力 

男性視力較女性佳 

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臺北市 108 學年度國小學生視力不良

率 男 性 學 生 42.53% 、 女 性 學 生

44.57%；國中學生視力不良率男性學

生 74.55%、女性學生 78.33%，近五學

年度國中小學生視力不良率 

皆為女性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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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守護地球老中幼 

環保志義工人數 

108 年底臺北市環保志義工人數，以女性

9,155 人，占 56.85%為多數，男性 6,950 人，

占 43.15%。若就年齡結構分析，男性環保志

義工人數主要以未滿 20 歲者 3,254 人(占

46.82%)為最多；女性以 60 至 69 歲者 2,571

人(占 28.08%)為最多。 

環境保護男女有 



 

捷運駕駛 

男性占 

77.49% 

女性占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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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能源與科技 

駕駛專業無性別 

客運駕駛男性多 

大眾交通工具駕駛人員 

公路 

客運駕駛 

男性占
98.94% 

女性占
1.06% 

108 

年底 

臺北市大眾 

交通工具駕駛 

男性 3 萬 8,391 人， 

女性 1,465 人，男性人數 

為女性的 26.21 倍。公路 

客運業男女性占比差距 

最懸殊，捷運司機 
員比率差距 
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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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與國際都市 

喜迎新生兒 
六都男嬰多 

六都出生人數 

民國 108年臺北市男、女性出生人數

分別為 1萬 1,100人、1萬 368人，

男性較女性多 732人(7.1%)。六都男

性出生人數皆高於女性，其中以新北

市男、女性分別為 1萬 4,645人、1

萬 3,742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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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與國際都市 

國際都市比一比 

女性人口相對多 

國際都市人口概況 

民國 107 年底國際各都市人口大多以女性

居多，如臺北市、上海、新加坡、首爾、雪

梨、紐約、柏林及阿姆斯特丹等。臺北市男

性 127.3萬人，女性 139.5萬人，女性較男

性多 12.2萬人(9.6%)，性比例為 91.3，亦

即每百位女性相對約有 91位男性。 



 

「即時問題回報，打造友善臺北」現在就以手機下載 

「HELLO TAIPEI」App，或到網址 hello.gov.taipei， 

提供您的寶貴意見，讓臺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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