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開 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表    號

單位：公頃

總    計 長期休閒地

小計 水稻 水稻以外之短期作 短期休閒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鄉(鎮、市)農情調查結果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一式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總  計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次年3月底前填報 1113-01-01-3

彰 化 市 農 耕 土 地 面 積

中華民國          年

鄉鎮(市)別

耕作地

合計
短期耕作地

長期耕作地

- 22 -



 彰化市農耕土面積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市所轄可供種植經濟生產農作物之土地，無論是否適宜耕作或合法作為農業使用與否，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一期作之耕作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分耕作地、長期休閒地兩大類。耕作地分為短期耕作地、長期耕作地；短期耕作地再分為水稻、水稻以外之短期作、

短期休閒。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農耕土地指不論現況種植與否，可供栽培作物之土地，包括短期耕作地、長期耕作地及長期休閒地。 

(二)耕作地： 

1.短期耕作地：含能蓄水，經常可以栽培水稻之耕地、水稻以外之短期作耕地(蔬菜等)及短期休閒地。 

      2.長期耕作地：指土壤不容易貯水或水量不足只能栽培陸稻、雜糧及果樹類等之耕地。 

    (三)長期休閒地：係指耕地長期荒蕪，未種植作物之土地。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 

(一) 本市公所農情調查員運用繪妥之航測基本圖，經田間實地踏勘，紀錄各項農作物及長短期休閒地面積，以統計農耕土地各項

面積。 

    (二) 本市公所按基本圖地區別編製表冊，陳報彰化縣政府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公    開    類

年         報

單位：台

鄉鎮(市區)別 項別 耕耘機 曳引機 插秧機 動力中耕管理機 動力割草機 ……等其他機型

總     計 合計

填表

資料來源：依據本市農機證照及農機用油管理資訊系統登載之有效農機量統計結果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主辦統計人員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彰化市有效農機使用證之農機數量

中華民國         年底
背負式

（動力噴霧機、施

肥機）

定置式動力噴霧機

編製機關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次年3月底前填報 表        號 2224-01-01-3



彰化市有效農機使用證之農機數量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以本市所轄地區農機證照及農機用油管理資訊系統登載之各式農機資料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依農機種類及主要用途、機型等分為耕耘機、曳引機、插秧機、動力中耕管理機、動力割草機、

背負式（動力噴霧機、施肥機）、定置式動力噴霧機、自走式噴霧車、抽水機、水稻聯合收穫機、

脫殼（粒）機、農地動力搬運車、動力採茶機、雜糧聯合收穫機、甘蔗採收機、動力剪枝機、乾

燥機、茶葉調製機（組）、蔬果分級機等。 

四、統計項目定義： 

(一)耕耘機：俗稱「鐵牛」，係藉動力碎土、鬆土、平土等耕耘農地之機器，其馬力較曳引機小許多。 

(二)曳引機：有動力引擎，可拖拉機件，附掛犁、耙、中耕器等用以犁田整地、播種、施肥等之機器。 

(三)插秧機：有動力裝備，可自動將培育好之秧苗，按一定距離插植於田間之機器。 

(四)動力中耕管理機：有動力裝備，用於作物成長階段之除草、施肥、培土作畦等，且把手可上下及迴旋移動

之綜合性管理機器。 

(五)動力割草機：有動力裝備，專用於割除雜草之機器。 

(六)背負式（動力噴霧機、施肥機）：有動力裝備，可噴灑霧（粉）狀農藥、肥料，以防治病蟲害、除雜草及施

肥之機器，其機種為背負式。 

(七)定置式動力噴霧機：有動力裝備，可噴灑霧狀農藥，以防治病蟲害及除雜草之機器，其機種為定置式及廣

距式。 

(八)自走式噴霧車：有動力裝備，可噴灑霧狀農藥，以防治病蟲害及除雜草之車輛，其機種為行走式。 

(九)抽水機：為經營農業之目的，所設置之抽水馬達及相關設備。 



(十)水稻聯合收穫機：有動力裝備，可作稻穀之收割、脫穀、篩選及裝袋等一貫作業之機器。 

(十一)脫殼（粒）機：有動力裝備，用於榖類作物收割後脫殼（粒）之機器，如稻穀脫殼機、玉米脫粒機、高

粱脫粒機、花生脫莢機等。 

(十二)農地動力搬運車：有動力引擎裝置，可搬運農畜產品之農業用車輛。 

(十三)動力採茶機：有動力裝備，專用於採收茶葉之機器。 

(十四)雜糧聯合收穫機：有動力裝備，用於雜糧收穫之機器，包括玉米聯合收穫機、高粱聯合收穫機、甘藷收

穫機、落花生收穫機、豆類收穫機等。 

(十五)甘蔗採收機：有動力裝備，專用於採收甘蔗之機器。 

(十六)動力剪枝機：有動力裝備，專用於修剪枝條之機器。 

(十七)乾燥機：將收穫之穀類或其他作物，加速脫水以便儲存之機器，如稻穀乾燥機、玉米乾燥機、菸葉乾燥

設備（一套機件算一台）等。 

(十八)茶葉調製機（組）：有動力裝備，為茶菁製成粗製茶過程中使用之機器，包括殺菁機、揉捻機、烘培乾燥

機等。 

(十九)蔬果分級機：將蔬菜、水果或其他農產品，依大小或重量予以分類選別之機器。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本市農業主管單位以農機證照及農機用油管理資訊系統登載之有效農機量統計

結果，於次年 3月底前報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予以綜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一式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公開類 編製機關

年　報 次年1月底前編報 表　　號

彰化市林業（伐木業）生產成本
              數量：(林木)立方公尺

單位                  (竹)支

中華民國　　年               價值：(費用)新臺幣元

      生  產  量  值                                         生                              產                             費                              用

數    量 總售價 合   計 立木價金
伐    木

造材費
集材費 運 費

開    設

林道費

設施折舊

及維護費

管理費

( 薪 資 )
稅    金 利    息 其  他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公所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樹種所有別
廠       商

(伐木者)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2231-04-01-3



 

彰化市林業（伐木業）生產成本編製說明 

一、 目的：為明瞭轄內生產成本統計，供林業施政之參考，並提供編算國民所得統計及產業關聯表應用。 

二、 統計範圍及對象：轄內有砍伐木竹之伐木業者均為統計對象。 

三、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底止之事實為準。 

四、 分類標準：按廠商（伐木者）、所有別、樹種、生產量值，生產費用分類。 

五、 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 所有別：指森林主產物之所有權屬，如國有、公有、私有。 

（二） 樹種：按針一級原木、針二級原木、闊葉原木、竹分別填列。 

（三） 生產量值：對於公開標售者，依標售量填列，自行砍伐出售者，按實際銷售量值（總售價以市價估算）填列。 

（四） 生產費用按實際情形估列之： 

1.立木價金：按得標或承購總金額＝〔林產物總售價／（1＋利潤率＋資金利率）〕－生產費。 

2.伐木造材費：鏈鋸、手鋸等伐木造材費用。 

3.集材費：人力集材、機械集材費用。 

4.運費：包括(1)火車，(2)汽車，(3)其他等搬運費。 

5.開設林道費：台車路、鐵牛車路、卡車路等開設費。 

6.設施折舊及維護費：包括索道、卡車路、鐵牛車路等設施折舊及維護費。 

7.管理費（薪資）：即作業現場管理所需人事費用，包括僱用現場負責人及職員薪資。 

8.稅金：即業商應繳稅捐。 

9.利息：請按應付利息數額填列。 

10.其他：凡不屬上項所列之支出均列本項。 

六、 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根據實際廠商之生產量值、及全部生產費用估計數之資料，按每一樹種填列 1次為準。 

七、 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編製機關

每季終了後6日內編報 表　　號

（造林性質別） 面積:(新植、補植、撫育)公頃

單位 　　 (育苗)平方公尺

                  中華民國　  年第  　季  （     月至     月） 數量:株

面積 數量 名稱 代號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註：本表造林面積及數量不含相關造林計畫部分。

資料來源：依據本公所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1.本表「面積」欄,除育苗面積填列整數外,其餘面積請填列至小數點以下2位,3位以下四捨五入。

 　　　　   2.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代號 名稱代號

鄉鎮市

公開類

季　報

樹種

附註

代號
全年度

事業區 工作種類 預定數量

名稱

2233-02-01-3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彰化市造林工作

實行數量

累計數本季數量

計

畫

案

年

度

計

畫

案

號

碼

名稱



 

彰化市造林工作統計編製說明 

一、目的：明瞭轄內造林面積、樹種及數量（株）以供林業主管機關釐訂造林事業計畫之參考。 

二、統計範圍及對象：轄內之林地，無論其所有權屬於國有、公有、私有林地之造林均為統計對象。 

三、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 1月 1日至 3月底、4月 1日至 6月底、7月 1日至 9月底、10月 1日至 12月底之事實

為準。 

四、分類標準：按預定數量、實行數量分。 

五、有關法令規章：森林法。 

六、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 計畫案年度：應填計畫案實施之會計年度。 

（二） 計畫案號碼：指辦理造林機關或團體依年度擬訂造林計畫所編定之號碼，如屬林務局補助經費者，應填

林務局核准之預定號碼，屬各機關自籌經費直營者即填自行擬訂之工作號碼，如無即留空白。 

（三） 鄉鎮或事業區：指造林所在地，填各該造林之鄉鎮市(事業區)名稱。 

（四） 工作種類：指新植、補植、撫育、育苗……等。 

（五） 預定數量：指造林計畫預定之造林面積與株數全年總數。 

（六） 實行數量：指當季實際造林面積與數量。累計數應填會計年度截至該季之累計數。 

（七） 各縣（市）政府查報範圍（林務局所屬各林區管理處、森林保育處、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林業試驗所、嘉南水利會、台灣大學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除外）應包括公、私營各農林場或試驗場

之全部造林資料（並分別註明單位及數量）。 

七、一般說明：造林性質依照林務局訂定之造林性質類別填列。 

八、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公所資料彙編。 

九、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公開類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填報  2243-01-01-3

單位： 人

小計 船員
岸上

人員
船員

岸上

人員
船員

岸上

人員
小計 船員

岸上

人員
船員

岸上

人員
船員

岸上

人員

總計

兼業 計
計

專業
計

兼業
專業 兼業

計
計

專業
計

編製機關

表　　號

彰化市漁業從業人數
中華民國     年底

地區別

總計 遠洋漁業 近海漁業

計



公開類 彰化市公所農業課

年　報 次年2月底前填報  2243-01-01-3

單位： 人

內陸養殖

小計 船員
岸上

人員
其他 船員

岸上

人員
其他 船員

岸上

人員
其他

總計

填表 審核 主辦業務人員 機關長官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依據本公所資料彙編。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兼業

人員

兼業

人員
小計

專業

人員

兼業

人員
小計

專業

人員
計

專業
計

兼業
小計

專業

人員

編製機關

表　　號

彰化市漁業從業人數(續一完)
中華民國     年底

地區別

沿岸漁業 內陸漁撈 海面養殖

計



彰化市漁業從業人數編製說明

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彰化市居民實際從事各種漁業之從業人員，不論其為專、兼業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三、分類標準：按漁業種類分為遠洋漁業、近海漁業、沿岸漁業、內陸漁撈、海面養殖及內陸養殖。

四、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

    (一)遠洋漁業：使用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外從事漁撈作業者。

    (二)近海漁業：使用漁船在我國經濟海域（12海浬-200海浬）內從事漁撈作業者。

    (三)沿岸漁業：使用船筏或不使用船筏在我國領海（12浬）內從事漁撈作業者。

    (四)海面養殖業：在高潮線外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作業者。

    (五)內陸漁撈業：在內水從事水產動植物之採捕為業者。

    (六)內陸養殖業：在高潮線內從事水產動植物之養育或蓄養作業者。

    (七)專業：指從事漁（水產）業之收入，占其全年總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八)兼業：指從事漁（水產）業之收入，占其全年總收入未達百分之五十者。

    (九)船員：指搭乘動力漁船、舢舨或漁筏出海作業之工作人員，包括幹部船員及普通船員。在河川、湖沼、水庫作業，

        而未領有漁船船員手冊者，則列入內陸漁撈業。

    (十)岸上人員：指未直接從事漁撈、養殖或製造之工作，而掌管該經營單位之企劃、營運報關、採購、銷售、會計、出

        納、經營或其他岸上協助漁業工作等之人員。

    (十一)其他：於沿岸漁業中從事岸際及潮間帶採捕漁業，未搭乘船筏但直接從事漁業作業之從業人員。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依據本公所資料彙編。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三份，一份送彰化縣政府，一份送主計室，一份自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