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桃園市政府民政局暨所屬機關公務統計報表程式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111-01-01-2

桃園市行政區域

臨時報

自治行政科

調整後 15 日內編報

1111-01-02-2

桃園市界

臨時報

自治行政科

調整後 15 日內編報

1140-00-02-2

桃園市重大災害財物損失
統計報表

臨時報

自治行政科

事件發生後 40 日內編報

1221-00-01-2

桃園市各區村里鄰戶數、人
口數與戶籍動態登記數按
性別、登記項目及區域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22-01-01-2

桃園市各區戶數、人口數按
戶別及性別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22-01-02-2

桃園市各區現住人口數按
性別及年齡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22-01-03-2

桃園市各區現住人口數按
性別、年齡及婚姻狀況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22-01-04-2

桃園市各區十五歲以上現
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婚
姻狀況及教育程度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22-02-01-2

桃園市各區現住人口數按
性別及原住民身分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22-02-02-2

桃園市各區現住原住民戶
數、人口數按戶別及性別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22-02-03-2

桃園市各區現住原住民人
口數按性別、年齡及原住民
身分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22-02-04-2

桃園市各區現住原住民人
口數按性別、原住民身分及
族別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22-02-05-2

桃園市各區現住原住民人
口數按性別、年齡、原住民
身分及婚姻狀況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22-02-06-2

桃園市各區原住民戶長按
性別、年齡、原住民身分及
教育程度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22-02-07-2

桃園市各區十五歲以上現
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年
齡、原住民身分及教育程度
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1-2

桃園市各區嬰兒出生數按
生母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2-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母
原屬國籍(地區)、年齡及教
育程度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3-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母
年齡、教育程度及生育胎次
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31-01-04-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母
年齡及生育胎次分(按發生
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5-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母
單一年齡及生育胎次分(按
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6-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嬰兒
性別及生父母年齡分(按發
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07-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父
母教育程度及生母生育胎
次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1-01-11-2

桃園市嬰兒出生數按生母
單一年齡分(按登記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32-01-01-2

桃園市人口死亡數按死亡
者性別、單一年齡及五歲年
齡組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2-01-02-2

桃園市十五歲以上人口死
亡數按死亡者性別、年齡及
婚姻狀況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1-2

桃園市結婚人數按性別、年
齡、原屬國籍(地區)及婚前
婚姻狀況分暨其結婚年齡
之第一四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與平均數(按
登記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2-2

桃園市結婚人數按性別、年
齡、原屬國籍(地區)及婚前
婚姻狀況分暨其結婚年齡
之第一四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四分位數與平均數(按
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34-01-03-2

桃園市結婚人數按性別、單
一年齡、五歲年齡及初婚、
再婚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4-2

桃園市結婚對數按男女雙
方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5-2

桃園市初婚人數按性別、年
齡及教育程度分暨其結婚
年齡中位數(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6-2

桃園市結婚對數按男女雙
方年齡與婚前婚姻狀況分
(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07-2

桃園市結婚對數按男女雙
方教育程度與初婚、再婚分
(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1-23-2

桃園市各區結婚人數按性
別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34-03-01-2

桃園市各區離婚人數按離
婚者性別及年齡分(按發生
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3-02-2

桃園市離婚對數按男方年
齡及女方原屬國籍(地區)
與年齡分(按發生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3-03-2

桃園市離婚對數按男方教
育程度及女方原屬國籍(地
區)與教育程度分(按發生
日期)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4 月 25 日前編送

1234-03-21-2

桃園市各區離婚人數按性
別及原屬國籍(地區)分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290-03-01-2

桃園市各區戶數結構表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290-90-01-2

桃園市各區戶政受理案件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3 月底前編送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290-90-03-2

桃園市各區戶政管理及便
民服務案件

月報

戶政科

次月 5 日前編送

1511-00-01-2

桃園市各區十五歲以上現
住人口數按性別、年齡及教
育程度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511-00-02-2

桃園市各區戶長按性別、年
齡及教育程度分

年報

戶政科

次年 1 月 25 日前編送

10963-00-01-2

桃園市妨害兵役案件

年報

兵役科

次年 1 月 5 日前編報

10720-06-01-2

桃園市常備兵役役男家屬
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
統計

月報

兵役科

於每月結束後 5 日內編報

10720-06-02-2

桃園市常備兵役役男家屬
各項扶(慰)助經費統計

季報

兵役科

於每季結束後 5 日內編報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10720-06-03-2

桃園市替代役役男家屬安
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金統
計

月報

兵役科

於每月結束後 5 日內編報

10720-06-04-2

桃園市替代役役男家屬各
項扶(慰)助經費統計

季報

兵役科

於每季結束後 5 日內編報

3311-03-01-2

桃園市所轄面積暨鄉(鎮、
市、區)村(里)鄰數

月報

區政行政科

每月終了後 10 日內編報

3312-01-02-2

桃園市忠烈祠管理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2 個月內編報

3312-03-01-2

桃園市孔廟管理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2 個月內編報

3312-04-01-2

桃園市公墓設施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3312-04-02-2

桃園市骨灰（骸）存放設施
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3312-04-03-2

桃園市殯葬管理業務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備註

表號

表名

報表週期

編製單位

編製期限

3312-04-04-2

桃園市殯儀館設施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3312-04-05-2

桃園市火化場設施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3312-04-06-2

桃園市殯葬服務業概況

年報

禮儀事務科

每年終了後 4 個月內編報

3314-01-01-2

桃園市宗教財團法人概況

年報

宗教科

每年終了後 3 個月內編報

3314-02-01-2

桃園市寺廟登記概況

年報

宗教科

每年終了後 3 個月內編報

3314-03-01-2

桃園市教會（堂）概況

年報

宗教科

每年終了後 3 個月內編報

3314-04-01-2

桃園市宗教團體興辦公益
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概況

年報

宗教科

每年終了後 3 個月內編報

備註

*表號 3311-02-01-2「桃園市公共造產成果概況」及 3311-02-02-2「桃園市公共造產經營事業概況」已於 99 年度起免編造，本市公共造
產事業自 99 年度起已裁撤，依據府民行字第 0980230232 號函及第 0980334537 號函同意結束經營公共造產事業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