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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研究以視覺化互動網頁查詢新北市統計資料－

以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為例 

期 程 106 年 1 月至 12 月 

經       費 無 

緣 起 與 目 的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透過各項調查統計及公

務統計，每月蒐集相關資料，定期公布於網站，

並製作各式統計圖表，若將資料彙整成民眾一

目瞭然的資訊，清晰簡潔的統計圖，並一舉道

出其重點，將使民眾循著資料的脈絡及時間的

軌跡，發掘資料隱藏之資訊與掌握未來的趨

勢，爰運用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結果，以

親和力較佳之方式，使民眾清楚了解其分布及

變遷趨勢。 

方 法 與 過 程 

一、參考相關網站及文獻：包括國外研究與實

例及國內實例(包含行政院主計總處、衛生

福利部、經濟部及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二、SWOT 分析；分析內部資源之優勢、劣勢

及外部環境之機會、威脅，並以策略矩陣

研擬各情勢下之應對策略。 

三、模擬建置新北市統計資料視覺化網頁 

1. 選擇資料範圍及統計圖類型：家庭收支調

查表，調查內容詳細，故欲呈現之動態統計

表，其資料範圍及分類極為重要。本研究將

原本 26 張統計表區分為「家庭收支」、「平

均每戶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及最終消費支出」、「家庭戶數」、「家庭

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及「所得收入者平均

每人所得來源」等 6 大類，並依照其性質，

選擇適當之統計圖呈現。 

2. 選定實作軟體：近年來行政院相關機關紛

紛針對公務員或有相關背景之民眾開設與

統計有關之軟體課程，其中以 R 統計軟體

頻率較高，R 統計軟體雖非專門視覺化互動



查詢之軟體，然而其擴充套件「shiny」可

將靜態統計圖轉化為動態查詢方式呈現，故

考量現行政府推動之軟體趨勢後，選定使用

開放且免費之 R 統計軟體，搭配「shiny」

套件及其他相關統計繪圖套件，建置新北市

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視覺化互動網頁。 

研 究 發 現 及 建 議 

研究發現： 

一、R 統計軟體以程式碼繪製互動式動態統計

圖，其繪圖彈性較高，提供更多不同面向

或多維度的統計分析，並活化統計資料之

運用，以增進民眾了解互動式統計圖表意

涵。 

二、運用 R 統計軟體雖須具備基本之程式知

識，然而僅須運用特定程式碼即可繪製互

動式統計圖，有利於將 R 統計軟體建置之

成果傳承新進人員；惟若須將實作成果透

過 shiny 佈署至網站供民眾查詢應用，成

本較高，且其技術學習門檻亦相對較高。 

三、主要國家及國內各統計機關，紛紛建置互

動式動態統計圖，以呈現活潑之統計圖

表，透過其互動功能，供民眾輕鬆查詢資

料並加深對其印象，彌補傳統圖表的單調

與乏味，提供更豐富的內容。 

建議： 

一、以 R 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

網雖屬可行，惟佈署成本較高，而直覺式

操作之 Tableau 軟體成本相對較低，可為

建置統計結果視覺化工具之參考：若欲以

R 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

網，其技術學習門檻較高，國內尚未有公

務機關以 R 軟體建置正式網站供民眾使

用，且每年須負擔約 1,100 元美金(約新臺

幣 3 萬 3,000 元)之 shiny 佈署費用，成本

較高。為審慎評估佈署互動網頁所需人力

與成本，經由本研究之文獻探訪國內互動

式網頁之使用情形得知，國內衛生福利部

以 Tableau(約新臺幣 6 萬餘元且買斷)建置

視覺化查詢網，該軟體係結合資料探勘和



資料視覺化，使用者透過簡單的 drag and 

drop 即可完成複雜且親和力較佳之互動式

統計圖，其直覺式操作使學習門檻相對

低，可做為嘗試建置統計結果視覺化工具

之參考。 

二、互動式查詢網站為國內外呈現統計調查結

果之趨勢，建議培訓兼具統計與資訊專業

之資料視覺化人才：統計調查為枯燥乏味

之工作，將統計調查結果以友善、有趣且

易懂方式呈現於網頁上，以淺顯易懂方式

傳達正確統計結果，將成功吸引一般民眾

瀏覽；惟透過本次研究發現動態資料視覺

化工具須搭配兼具統計與資訊之專業人

才，因此人才培育甚為重要，倘本處欲自

行建置互動式查詢網，則須詳細規劃相關

人才之培訓，除廣泛汲取動態資料視覺化

之優勢及方法外，尚須傳承相關經驗，俾

日後建置統計調查結果視覺化網頁能順利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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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言道：「文不如表，表不如圖」，好的統計圖表往往能將複雜

的概念化繁為簡，清楚表達其意涵，惟傳統的圖表大多以靜態呈現，

且訊息表達較為單調乏味，不易展現資料之趨勢變遷。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國內外統計資訊網站開始強調視覺化效果(Data Visualization)，

期藉由與使用者之互動，拉近與民眾間之距離，同時亦能更生動傳達

出統計數據背後的脈絡變化。另網頁互動式的查詢方式，利於觀察長

時間橫斷面資料之變化，若搭配地理區域分布，使用者可輕鬆掌握相

關統計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化脈絡。 

自 100 年起，家庭收支訪問調查(以下簡稱本調查)為新北市政府

主計處自辦調查之一，每年蒐集新北市 2,500 戶之家庭收入及支出等

相關基本資料，以掌握新北市全體家庭目前概況，並於每年年底公布

前一年之本調查分析結果及 26 張統計表(高達 180 頁)，其中 26 張靜

態統計表實難以使一般民眾有切深感受，如何將這些瑣碎的統計表整

理成民眾一目瞭然的資訊，屬重要課題。另參考其他機關之互動式網

頁，其中不乏以主題式動態統計圖(網頁設計者本身已設定資料項目

及主題)呈現，其優點在於透過簡單的統計項目呈現，搭配敘述性文

字，娓娓道來其訊息或主計故事。 

本研究運用 R 統計軟體，輔以 Rstudio 提供之 shiny 套件，建置

本調查互動式網頁，以視覺化互動統計圖呈現新北市自 100 年至 105

年本調查之統計表，提供使用者查看靜態統計表之另類選擇，並從動

態統計圖中發掘問題或創新思維，以活潑鮮明且會動之統計圖，拉近

民眾與新北市統計資料之距離，致力提升統計之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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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自辦本調查，並公布靜態統計表於本處網站上；

為節省委外高額費用負擔購買視覺化統計軟體，以活潑鮮明且會動之

統計圖表，以貼近民眾感受，並以視覺化互動統計圖，增進統計圖表

之親和力，爰運用 R 統計軟體建置本調查之互動式網站。 

一、SWOT 分析內部資源之優勢與劣勢及外部環境之機會與威脅，

以策略矩陣研擬各情勢下之應對策略 

 

 

 

  

SO 

 

參考新北市主計處「銀髮動動 Know」

網頁建置流程，自「家庭收支調查」專

頁，建立「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資

料視覺化互動查詢」專區，成為全國各

市縣主計處首度建置本調查資料結合

之視覺化查詢。 

WO 

 

由於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網站為近年

熱門議題，市面上隨之產生許多提供建

構互動式圖表之儀表版軟體，其中亦不

乏有免費資源(例如公開版或免費版

本)供使用或試用，可運用此類低成本

軟體模擬建置「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

查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專區網頁。 

 

 

ST 

 

短期策略應以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現有

之 SAP Dashboards 或其他免費資源建

置「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資料視覺

化互動查詢」專區網頁；長期策略則尋

求符合預算、簡單容易操作且功能完整

之軟體，以協助建置新北市相關統計資

料專區。 

 

WT 

 

政府預算應將錢花在刀口上，故應尋求

低成本、功能完善、版面操作直覺化且

能隨時更新之軟體，以協助建置新北市

相關統計資料專區。  

劣勢(W) 優勢(S) 

機會(O) 

威脅(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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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本調查資料視覺化互動式網站 

先分析本調查之資料範圍及統計圖類型，再以 R 統計軟體，

搭配「shiny」套件及其他相關統計繪圖套件，將靜態統計圖轉化

為視覺化互動式網站，依本調查 26 種統計表內容及屬性，分別

以泡泡圖、長條圖、折線圖及金字塔圖呈現動態效果，包括歷年

新北市整體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及最終消費支出及家庭戶數等資訊。 

三、使用 R 統計軟體之套件及其限制 

Rstudio 公司於 2012 年釋出「shiny」套件，主要提供 R 使用

者以簡單的方式輸入靜態統計，以呈現動態變化，其程式碼必須

包含一個 ui.R 檔及一個 server.R 檔，另外若程式碼在 ui.R 及

server.R 皆需要執行，則可另外建置一個 global.R 檔，將上述程

式碼加載到整個 R 全環境。ui.R 檔主要提供創作者設計使用者介

面(包含各項輸入、輸出儀表版之設計)，而 server.R 檔則用於設

計程式後端之相關運算及繪圖。 

本研究之 4 種資料與資訊系統限制： 

(一) 受限於本調查之消費支出資料項目與其他年度不同，致部分

細項無法進行年度間比較。 

(二) googleVis 之 gvisMotionChart 以中文顯示之限制。 

(三) shinyapps.io網站僅每個使用者帳號僅能同時上傳5支程式，

若當月該網站被開啟瀏覽之時數超過 25 小時即無法使用。 

(四) Google Chrome 瀏覽器不支援 gvisMotionChart 部分程式碼，

須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 

四、以 R 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網雖屬可行，惟佈署

成本較高，而直覺式操作之 Tableau 軟體成本相對較低，可為建

置統計結果視覺化工具之參考： 

若欲以 R 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網，其技術學

習門檻較高，國內尚未有公務機關以 R 軟體建置正式網站供民眾

使用，且每年須負擔約 1,100 元美金(約新臺幣 3 萬 3,000 元)之

shiny 佈署費用，成本較高。為審慎評估佈署互動網頁所需人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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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經由本研究之文獻探訪國內互動式網頁之使用情形得知，

國內衛生福利部以Tableau(約新臺幣 6萬餘元且買斷)建置視覺化

查詢網，該軟體係結合資料探勘和資料視覺化，使用者透過簡單

的 drag and drop 即可完成複雜且親和力較佳之互動式統計圖，其

直覺式操作使學習門檻相對低，可做為嘗試建置統計結果視覺化

工具之參考。 

五、互動式查詢網站為國內外呈現統計調查結果之趨勢，建議培訓兼

具統計與資訊專業之資料視覺化人才： 

統計調查為枯燥乏味之工作，將統計調查結果以友善、有趣

且易懂方式呈現於網頁上，以淺顯易懂方式傳達正確統計結果，

將成功吸引一般民眾瀏覽；惟透過本次研究發現動態資料視覺化

工具須搭配兼具統計與資訊之專業人才，因此人才培育甚為重要，

倘本處欲自行建置互動式查詢網，則須詳細規劃相關人才之培訓，

除廣泛汲取動態資料視覺化之優勢及方法外，尚須傳承相關經驗，

俾日後建置統計調查結果視覺化網頁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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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研究動機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透過各項調查統計及公務統計，每月蒐集相關資料，

並定期公布於網站，如何將這些上述靜態統計表，彙整成民眾一目瞭然的

資訊，向為政府製作統計圖表之目的。俗話說：「文不如表，表不如圖」，

清晰簡潔的統計圖能一舉道出其重點，易讓民眾循著資料的脈絡及時間的

軌跡，發掘資料隱藏之資訊與掌握未來的趨勢。 

本調查為每年常川性調查，新北市自 100 年起改由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主辦，每年動用近 100 位調查人員，蒐集新北市 2,500 戶家庭收入及支出

等相關基本資料，以推估新北市全體家庭概況，並於每年公布前 1 年本調

查之分析，靜態統計表包括整體家庭收支概況、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概況、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家庭戶數、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

況及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所得來源等 6 大類，供民眾或學術單位應用。 

本調查之分析報告，自 100 年起，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每年出刊約 180

頁，且呈現之靜態統計表難以使一般民眾有切深感受，故本研究以視覺化

互動統計圖呈現新北市自 100 年至 105 年之本調查資料，以親和力較佳之

方式，使民眾清楚了解資料之分布及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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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係指運用視覺的方式運用圖形化工具，

將繁雜的資料簡化成民眾易於了解之內容。互動式網頁則指使用者與伺服

器可以溝通傳遞資訊，而不僅單純將資訊網頁傳達給使用者。 

一、 國外研究及實例 

Donald Arthur Norman 認為民眾獨立思考的能力被高估，在沒有外在的

輔助下，人腦的記憶、思想及推理都會受到限制，然而人類的智力具有高

度靈活和適應性，擁有精湛的發明程序且能克服其本身的限制；認為要使

人類更聰明，須透過發想合適的外部輔助工具。Stuart K. Card、Jock D. 

Mackinlay 及 Ben Shneiderman 則指出，使人類更聰明的一種重要的外部輔

助工具，即是創造各式各樣的圖形，而這些圖形工具可歸納為 2 種目的，

第 1 種是傳達原先持有的想法，第 2 種則是從統計圖形工具中發掘問題或

創造想法。 

Minard’s graphic of Napoleon in Russia 為一個靜態圖，但卻為著名的視

覺化圖像，更曾被 Edward Tufte 譽為有史以來最好的統計圖之一，該圖雖

為靜態呈現方式，然而在細觀圖片的過程中，軍隊卻像是以動態的形式在

讀者內心呈現，清楚描述俄法戰爭中法國軍隊之前進及撤退情況，屬於上

述 Stuart K. Card 等認為第 1 種目的，即傳達原先持有的想法。圖 2-1 米色

區塊代表戰爭初期法國軍隊從左至右前進俄國，黑色區塊則是從右至左自

俄國返回法國，結合實際地理位置(河川、城市位置)、人數消長(色塊寬度)、

軍隊匯集與分叉(色塊分叉點)及溫度變化(折線圖)等資訊於一張圖中，使讀

者一目瞭然俄法戰爭中法國之進退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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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MINARD’S GRAPHIC OF NAPOLEON IN RUSSIA 

辛普森悖論(Simpson's Paradox)由Edward Hugh Simpson於 1951年提出

的一個統計學經典理論，主要描述在某個條件下的兩組數據，分別討論時

皆滿足某種性質，可是一旦合併考慮，卻可能導致相反的結論，如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城市數據視覺化理想實驗室運用 d3.js 及 AngularJS 等

程式，以視覺化方式輔以教科書案例，簡潔的呈現辛普森悖論。案例內容

以 1973 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六大學院為例，圖 2-2 每個小圓點代表

10 位申請者，作者將女性及男性的錄取狀況用小圓點分別聚集在兩個圓形

範圍內，讓讀者可清楚看出比例的差別，藍色代表錄取、紅色代表未錄取，

英文字母 A 至 F 代表六大學院，女性及男性於六大學院中之合計錄取率分

別為30%及46%，男性錄取率明顯高出女性，然而當按下左下角的「seperate」

鍵後，圖形上的每個小圓點會以動畫的方式分散到其所在的學院，分別觀

察這六大學院的男女錄取率，可發現女性在 A、B 及 D 學院錄取率較男性

高，且 C、E 及 F 學院的女性錄取率亦不惶多讓，著實看不出男性錄取率

有明顯高於女性的現象，成功的用簡單的圖形搭配互動式按鈕，清楚向讀

者傳達辛普森悖論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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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973 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六大學院男女錄取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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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 BBC)於 2010 年

11 月 26 日在 Youtube 上傳標題為「Hans Rosling's 200 Countries, 200 Years, 

4 Minutes」的影片，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創造逾 8 百萬之觀看人次，內容

主要藉由泡泡圖呈現 200 個國家 200 年來的收入與壽命情形，畫面中的泡

泡圖以顏色區分國家所在的地區、以大小區分國家人口多寡，此類圖形偏

向前述 Stuart K. Card 等認為之第 2 種目的，即從圖形工具中發掘問題或創

造想法，而 Hans Rosling 則透過其發掘之想法以本人生動的肢體語言與投

影幕中之資料互動，搭配隨著年代不同時快時慢的動畫泡泡圖，將其欲傳

達之想法，以簡單深刻的方式表達。上述動畫泡泡圖是由 Hans Rosling 與

其團隊 Gapminder 所開發，後也被用來開發 R 軟體之 gvisMotionChart 圖。 

 
圖 2-3 200 個國家 200 年來的收入與壽命情形 4 分鐘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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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化的表達方式，除了呈現作者欲傳達之主題外，亦能以提供資料

的方式，供使用者做查詢，讓使用者反客為主的產出自己需要的成果。紐

約時報 Mike Bostock、Shan Carter 及 Archie Tse 於 2014 年 5 月 21 日發表

的一篇文章「Is It Better to Rent or Buy?」，藉由提供使用者多種買房或租屋

相關之變數設定，協助解決使用者買房或租屋的抉擇問題。作者將變數分

為 7 大類(包含住宅價格、居住年限、貸款細節、預測未來情勢、稅額、成

交費用、維護費用及租金額外費用)、共 21 個變數，使用者可藉由調整長

條圖之拉桿輸入變數，變數則傳送至後臺運算後，將合理租金上限即時呈

現於畫面右方，21 個變數對一般民眾來說，是較難處理的資料，然而此類

問題查詢式網頁，透過電腦運算及呈現，在極短時間內，協助解決原本需

複雜人工計算之問題。與一般視覺化統計圖不同的是，其輸入變數是以統

計圖呈現，輸出之結果相反的僅以簡單明瞭的數字呈現，卻也達到資料視

覺化之目的：「以圖形化工具將繁雜的資料簡化成易吸收的內容」。 

 
圖 2-4 買房或租屋何者較好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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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普查局網站上提供一個互動式地圖專區，囊括其所製作之所有互動

式地圖(詳圖 2-5)，以 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互動式查詢為例(詳圖 2-6)，使

用者透過地圖上之色塊可清楚了解人口數之分布，以游標點選欲了解之地

區後，並以切換頁面上方頁籤的方式，可分別了解該地區人口數按文化認

同、種族、年齡及住宅狀況等特性之分類資料。 

 
圖 2-5 美國普查局互動式地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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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2010 年美國人口普查互動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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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實例 

(一) 行政院主計總處 

辦理全國基本國勢調查及大型抽樣調查等相關統計，編製多元豐富

的統計資訊供為應用，隨著資訊技術的日新月異及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

統計資訊應用愈趨大眾化，善用適宜工具將複雜多元的統計資料，以簡

單、實用、易懂的視覺化方式展現，提升可讀性益顯重要。 

以往統計資料多以靜態統計圖表及文字敘述方式呈現，訊息表達單

調，不易展現資料變遷的活性，侷限解讀資料的意義。101 年行政院主

計總處引進 Xcelsius 軟體編製互動式統計圖表，強化網頁製作，使統計

資料透過生動的視覺效果，增進親和性與活潑性，並以互動的直觀角度，

瀏覽資料的多樣風貌，促進對統計資訊的認識，擴展應用範疇。 

互動式統計圖可視為多個靜態統計圖表的動態組合，具資料整合的

意義，使訊息展現更具視覺化及完整性。Xcelsius 軟體提供各式常用圖

形包括直條圖、橫條圖、圓形圖、散佈圖、雷達圖、區域圖、環圈圖、

折線圖、泡泡圖等，製作上須密切結合內嵌 Excel 試算表之儲存格內容

與公式，再運用圖表、容器、挑選清單及選取器等多種功能元件間的不

同組合，或是利用地圖功能元件，使統計資訊的呈現具多樣化及空間化，

加上配合動態效果，以促進統計資訊的親切、易讀性。 

Xcelsius 軟體製作版面的配置如(詳圖 2-7)，其操作模式簡易且親合

性高，工作區包含功能表列、畫布、內嵌試算表、元件瀏覽器、物件瀏

覽器與屬性面板等，內嵌試算表為資料的放置區，編輯方式基本上與

Excel 相同，操作上係透過函式彙整或篩選資料。建置互動式統計圖表

更重視整體安排的構思，須了解資料特性選取適合的展現題材，再進行

資料的剖析與整備，始運用軟體的圖表及元件配置資料，規劃設計資料

應如何展現及進行互動操作模式，透過預覽模式可測試實際的視覺效果，

或進行各項細部的調整，以達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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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XCELSIUS 軟體版面配置畫面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靜態的統計資料及圖表經彙整製作完成後，以動態視覺化的方式呈

現，使用者操作上可與圖表內容產生動態交流，並透過點選各式元件，

完整呈現多樣性互動效果，全覽統計資料的不同面貌，如此從使用者的

角度活化統計資料，可以促進對資料的解析與認識，開拓更廣泛的應用，

提升整體效益。 

編製完成之常住人口婚姻狀況互動式統計圖表(詳圖 2-8)，使用者

可藉由右上方的時間軸手動或自動方式觀察各次普查資料變動趨勢，並

可同時搭配右下方的年齡軸篩選年齡組，或透過上方下拉式選單選擇特

定的年齡層，或點選圓形圖區塊選取特定的婚姻狀況，提供中英文的切

換介面，以深入了解不同時間、年齡及婚姻狀況組合的變化情形。 



 
 

11 
 

 
圖 2-8 常住人口婚姻狀況互動式統計圖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統計資料的展現應與時俱進，由以往單調的表達方式，行政院主計

總處將多元豐富的普查資料結合資訊技術，以使用者為導向，展現活潑

生動的結果，提升統計資料的應用效益。互動式統計圖的展現，增進使

用者接觸統計資訊的興趣，進一步熟悉其意義與內涵，期望統計結果呈

現仍應賡續精進技術，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統計資訊平臺；另可進一步整

合地理資訊系統，連結如工業區、商圈、科學園區、農業區及學區等地

理區資料，將可具體提升政府統計的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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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衛生福利部 

資料視覺化查詢專區將資料分為六大主題(詳圖 2-9)，並以 Tableau

軟體做視覺化互動呈現，以醫療利用類中之「主要癌症之醫療利用」圖

為例，運用 Tableau 軟體內建之儀表版配置版面，使用者透過右側的癌

症別、年齡別及年度別等選擇欄輸入變數後，左側可即時顯示主要癌症

健保就醫人數之縣市分布地圖(詳圖 2-10)、就醫人數與醫療花費之歷年

趨勢散布圖及性別分布等資料。 

圖 2-9 衛生福利部資料視覺化查詢專區網頁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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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衛生福利部「主要癌症之醫療利用」互動視覺化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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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部 

資料視覺化查詢專區將資料分為外銷訂單(細分訂單金額、訂單貨

品、訂單地區及海外生產比)、工業生產(細分工業生產指數及價值、製

造業生產指數、製造業生產價值及產品產量與產值)、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細分批發業營業額、零售業營業額及餐飲業營業額)及工廠校正(細分

產業聚落、工廠家數、營業收入、員工人數、經營效率、研究發展經費、

固定資產投資、技術交易、行業指標及縣市指標)等四大主題(詳圖 2-11)，

以外銷訂單例，使用者透過點選動作，即時顯示當月份外銷訂單金額及

年增率、主要貨品外銷訂單金額及主要地區外銷訂單金額(詳圖 2-12)。 

 
圖 2-11 經濟部互動式統計圖表系統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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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外銷訂單金額及年增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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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依據新北市政府主計處「高齡圖像」，建置「銀髮動動 Know」互

動式主題網頁，以「人口概況」、「勞動就業」、「經濟狀況」、「照護與社

福」、「治安與安全」、「健康與生活」、「社會參與」及「居住狀況」8 大

主題式方式呈現(詳圖 2-13)，運用 Xcelsius 軟體自行處理技術上遭遇之

困難。 

 
圖 2-13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建置「銀髮動動 KNOW」網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圖 2-14 「你知道新北市高齡者的主要死因前十名是什麼嗎？」網頁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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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以 SWOT 分析(優勢 Strengths、劣勢 Weaknesses、機會 Opportunities

及威脅 Threats)，探討以視覺化互動網頁查詢本調查資料之可行性，並分析

靜態統計表之資料結構，如何讓民眾一目了然，再以 R 統計軟體，模擬建

置視覺化互動查詢網頁。 

一、 SWOT 分析方法 

(一) SWOT分析 

 優勢 劣勢 

內

部

資

源 

1.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網站設有家庭

收支調查專頁，可直接於該架構下

設置家庭收支調查資料視覺化互

動網頁。 

2. 106 年 11 月新北市政府主計處運

用 SAP Dashboards 建置完成新北

「銀髮動動 Know」之視覺化互動

網頁，擁有建置互動網頁之先例。 

3.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目前擁有之

SAP Dashboards 軟體操作容易簡

單，不需會寫程式即可建構互動式

圖表。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目前所擁有 SAP 

Dashboards 為買斷式付費軟體，軟體

功能無法隨時更新、與時俱進。 

 機會 威脅 

外

部

環

境 

1. 資料視覺化互動網站為近年政府

統計之熱門議題，行政院主計總

處、衛生福利部、財政部等中央單

位亦相繼於其網站上設置資料視

覺化查詢專區。 

2. 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由行政院主計

總處與全國各縣市主、協辦，然而

目前無任何單位著手針對此調查

成立資料視覺化互動網頁。 

目前市面上資料視覺化需運用之軟

體多數需付費購置，方能享有完整使

用功能並即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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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WOT策略矩陣 
 

  

 

SO 
參考新北市主計處「銀髮動動 Know」

網頁建置流程，自「家庭收支調查」專

頁，建立「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資

料視覺化互動查詢」專區，成為全國各

市縣主計處首度建置本調查資料結合

之視覺化查詢。 

 

WO 
由於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網站為近年

熱門議題，市面上隨之產生許多提供建

構互動式圖表之儀表版軟體，其中亦不

乏有免費資源(例如公開版或免費版

本)供使用或試用，可運用此類低成本

軟體模擬建置「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

查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專區網頁。 

 

ST 
短期策略應以新北市政府主計處現有

之 SAP Dashboards 或其他免費資源建

置「新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資料視覺

化互動查詢」專區網頁；長期策略則尋

求符合預算、簡單容易操作且功能完整

之軟體，以協助建置新北市相關統計資

料專區。 

 

WT 
政府預算應將錢花在刀口上，故應尋求

低成本、功能完善、版面操作直覺化且

能隨時更新之軟體，以協助建置新北市

相關統計資料專區。  

威脅(T) 

機會(O) 

劣勢(W) 優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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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 R 軟體模擬建置本調查資料查詢專區 

(一) 選擇資料範圍及統計圖類型 

本調查表，調查內容詳細，且涵蓋範圍廣泛，故欲呈現之動態統計

表其資料範圍及分類極為重要。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每年於年底發布上一

年之本調查報告，包括本調查分析內容及 26 張統計表，本研究將前述

統計表區分為「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家庭收支」、「平均每戶可支配所

得及最終消費支出」、「家庭戶數、「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及「所

得收入者平均每人所得來源」等 6 大類，呈現統計圖類型臚列如下： 

1.家庭收支(詳表 3-1)：屬 26張統計資料表之表 1及表 2，呈現各分類(欄)

之家庭整體所得收入、非消費支出及消費支出等相關資料，資料項目

計 54 項，按行政區別及經濟戶長職業別分別呈現統計表。由於各欄

位戶數不同，致資料差異較大，以折線圖方式，搭配選單，提供使用

者選擇欲查詢之單一項目及欄位，即時顯示 100 年至 105 年之資料走

勢。 

2.平均每戶家庭收支(詳表 3-2)：屬 26 張統計資料表之表 3 至表 12，資

料項目與第 1 類表相同，惟呈現新北市平均每戶家庭之所得收入、非

消費支出及消費支出等相關資料，並按行政區別、經濟戶長行業別、

經濟戶長職業別、經濟戶長性別、經濟戶長年齡組別、經濟戶長教育

程度別、戶內人數、家庭組織型態別、住宅狀況別及可支配所得戶數

5 等分位組分別呈現。由於此類資料項目繁多，故以泡泡圖呈現，其

優點在於同時比較多達四種變數，運用下拉式選單及選擇面板等，提

供使用者選取 X 軸、Y 軸、泡泡圖大小及顏色分類等資料，並以動態

泡泡圖呈現時間軌跡及歷程。 

3.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詳表 3-3)：屬 26 張統計資料表

之表 13 及表 14，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分別羅列其戶數、

平均每戶人數、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等資料；再依行政區別、

經濟戶長性別、經濟戶長年齡組別及經濟戶長教育程度別分別呈現。

由於資料與第 2 類表相似，故仍以泡泡圖呈現，其中是依可支配所得

5 等分位組資料分別呈現，提供複選框供使用者篩選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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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戶數(詳表 3-4)：屬 26 張統計資料表之表 15 及表 16，依照經濟

戶長性別分別呈現經常性收入及消費支出之家庭戶數分配情況。由於

經常性收入組別及消費支出組別皆有順序性，且資料涉及兩性戶數分

布，與大眾一般常見之人口金字塔圖資料性質相似，故以金字塔圖呈

現經常性收入及消費支出之兩性經濟戶長戶數資訊。 

5.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詳表 3-5)：屬 26 張統計資料表之表 17 至表

20，呈現各分類(欄)之家庭住宅概況比率及主要設備概況普及率等相

關資料，其項目計 73 項，並按行政區別、經濟戶長職業別、家庭組

織型態別及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分別呈現，資料項目與第 2

類表相似，皆屬於資料項目較多且繁雜之表格，故可比照第 2 類表以

動態泡泡圖方式呈現。 

6.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所得來源(詳表 3-6)：屬 26 張統計資料表之表 21

至表 26，資料項目與第 2 類表相似，其資料係以所得收入者為分母計

算之平均數，呈現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之所得收入、非消費支出及消

費支出等相關資料，並按行政區別、所得收入者行業別、職業別、年

齡組別、教育程度別及性別分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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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家庭收支按行政區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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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行政區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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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依戶數五等分位組分及行政區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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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所得總額(經常性收入)組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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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家庭住宅及主要設備概況按經濟戶長職業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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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所得來源按性別分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布 105 年本調查報告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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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定實作軟體 

市面上資料視覺化軟體種類繁多，各公務單位近年也使用 SAP 

Dashboards、Tableau 等各種統計軟體，供建置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網

頁，惟上述軟體皆需付費方能享有完整的使用功能。另近年來行政院主

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工業局及相關機關，紛紛針對公務員

開設統計相關軟體課程，其中又以 R 軟體之頻率最高，考量現行政府

推動免費軟體之趨勢，故使用開放且免費之統計軟體 R，搭配「shiny」

套件，以建置本調查資料視覺化互動查詢網頁。 

R 軟體係 1993 年由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 Ross Ihaka 和 Robert 

Gentlemen 研發，為一種具備統計分析、繪圖與視覺化的程式語言，下

載時自動安裝基本統計套件，若需要使用特別的功能(如互動統計圖)，

則需要透過下載其他套件的方式擴充使用功能。 

Rstudio 公司於 2012 年釋出名為 shiny 的套件，主要提供 R 軟體使

用者，以簡單的方式將靜態統計圖透過互動式的功能輸入資料，藉以呈

現動態變化，其程式碼必須包含一個 ui.R 檔及一個 server.R 檔，另外若

程式碼在 ui.R 及 server.R 皆需要執行，則可另外建置一個 global.R 檔，

將上述程式碼載入 R 軟體。ui.R 檔主要提供創作者設計使用者介面(包

含各項輸入、輸出儀表版)，而 server.R 檔則用於設計程式後端之相關

運算及繪圖。 

運用 shiny 套件所繪製出之動態統計圖可在本機上呈現，然而若欲

將成果佈署至網路上，則可透過Rstudio公司提供之各種方式(詳圖3-1)，

其中 shinyapps.io 網站可在有限制之條件下，以免費方式提供一般使用

者上傳動態統計圖程式碼(詳圖 3-2)，雖有上傳時數及其他相關限制，

模擬建置本調查資料互動查詢網，尚屬可行，故本研究以 R 軟體實作，

搭配 shiny 套件及其他相關圖表套件，呈現動態查詢統計圖，並以

shinyapps.io 網站佈署至網路上供使用者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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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RSTUDIO 公司提供之網頁佈署方法 

資料來源： RStudio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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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SHINYAPPS.IO 網站提供網頁佈署之收費方案 

資料來源： RStudio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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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一) 各年度消費支出細項資料不一致 

如 100 年消費支出項之「4.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無細

項資料，而其他年度則細分為「(1)房地租及水費」及「(2)電費及燃料」

等類似情形，致使部分項目無法比較歷年資料，故本研究繪製圖形時，

捨去無法比較歷年資料之細項目，以利動態統計圖之製作。 

(二) 中文顯示 

googleVis 之 gvisMotionChart 於本機運行時，變數可以中文顯示約

25 項，若太多中文變數則無法運行成功，且即使在本機運行成功後，

上傳至 shinyapps.io 時亦會失敗。 

(三) shinyapps.io網站上傳限制 

shinyapps.io 網站雖提供免費雲端予使用者上傳製作好之程式，然

而每個使用者帳號僅能同時上傳 5 支程式，且每支程式僅提供 1 個月擁

有 25 小時的上傳時間，若當月該網站被開啟瀏覽之時數超過 25 小時即

無法使用，若需要較佳之使用體驗，則須另行付費。 

(四) gvisMotionChart 較適合以 Internet Explorer瀏覽器開啟 

本調查資料查詢專區，以 Google Chrome 為預設瀏覽器開啟網頁時，

使用 gvisMotionChart 的頁面有時無法成功顯示動態統計圖，而以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開啟則皆可順利瀏覽本網站之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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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本研究以 R 軟體實作動態統計圖，並搭配 RStudio 提供之 shinyapps.io

網頁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其網址為「https://ntpcfie.shinyapps.io/r12082/」；

網頁上方以 shiny 套件內之 navbarPage 建構導航列，並歸類四大分類統計

圖，使用者以游標點選各分類之選單後，頁面下方即可即時呈現該分類之

動態統計圖。 

 
圖 4-1 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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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北市整體家庭收支(以「家庭收支按行政區別分」為例 

以下拉式選單於左側提供地區及項目選擇欄，並使用 ggplot2 套件

繪製折線圖，呈現欲查詢之地區及特定項目之 100 年至 105 年走勢(詳

圖 4-2)，使用者可清楚了解 100 年至 105 年第 1 統計區(即板橋區)整體

家庭之消費性支出。另以 shiny 內建之 downloadHandler 於左側選單欄

下方設置下載按鈕，提供使用者下載原始資料。 

 

圖 4-2 新北市整體家庭收支走勢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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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平均每戶家庭收支(以「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經濟戶長行業別分」為例)  

以 googleVis 套件內之 gvisMotionChart 繪製動態統計圖，其優勢為

gvisMotionChart可用簡單幾行程式製作美麗且功能強大之動態統計圖，

其包含可同時展現四項變數之泡泡圖(詳圖 4-3)，或一目了然之長條圖

與呈現走勢之折線圖，而其缺點即是其功能皆含於 gvisMotionChart 函

數內，故其版面配置或顏色選擇等個人化偏好設定較無彈性。 

 
圖 4-3 新北市平均每戶家庭收支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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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泡泡圖 

使用者透過 X 軸、Y 軸、Color 及 Size 之下拉式選單選取非消費性

支出、消費性支出、可支配所得及總所得收入等項目後，可清楚發現消

費性支出與非消費性支出之泡泡圖排列幾乎近一直線，且愈靠近右上方

之泡泡圖顏色愈接近暖色系且大小愈大，代表按經濟戶長行業別分之家

庭收支資料，其所得愈高、支出亦愈高。若將游標移至欲了解之泡泡上，

即可展現其相關變數之資料數值(詳圖 4-4)，可查詢經濟戶長從事工業

之家庭，其全年平均每戶之消費性支出為 84 萬 9,340 元、非消費性支

出為 25 萬 7,937 元、可支配所得為 110 萬 8,810 元及總所得收入 136

萬 6,746 元。 

 

圖 4-4  GVISMOTIONCHART 之泡泡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若欲觀察特定類別之走勢，即以游標點選該類別之泡泡，並於右下

方之 Trails 選擇框打勾，再點選左下角之撥放鍵，即可查看動態泡泡圖

之 100 年至 105 年走勢，撥放鍵右側旁配置速度拉桿，可調整動態圖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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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速度。另外泡泡圖更提供局部放大之功能，可將欲觀察之區域圈選後

放大查看其動態泡泡圖走勢(詳圖 4-5 及圖 4-6)。 

 
圖 4-5  GVISMOTIONCHART 之泡泡圖動態走勢示意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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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GVISMOTIONCHART 之泡泡圖局部放大功能示意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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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條圖 

若切換 gvisMotionChart 右上方之第 2 頁面標籤，將從泡泡圖轉換

成長條圖，資料預設以原泡泡圖 Y 軸之變數作為長條圖之 Y 軸資料，

並由大至小排序，然而使用者仍可透過Ｘ軸選單更換欲排序之條件，並

且亦可透過左下角之放鍵，觀察該項目排序變動情形(詳圖 4-7)。 

 
圖 4-7  GVISMOTIONCHART 之長條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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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折線圖 

若切換右上角第 3 個頁面標籤，可將資料轉換成 100 年至 105 之走

勢圖，使用者可透過此圖一目瞭然欲查詢之項目走勢，是將前述以撥放

鍵呈現多項目之泡泡圖及長條圖走勢資料，轉換為僅聚焦單項目之歷史

走勢(詳圖 4-8)。 

 
圖 4-8 GVISMOTIONCHART 之折線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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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以「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

消費支出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分及經濟戶長性別、年齡組別、

教育程度別分」為例) 

第 3 類表使用與第 2 類表一樣之 gvisMotionChart 呈現動態圖，其

中不同之處在於表 14 將經濟戶長之性別、年齡組別及教育程度別等分

類資料呈現於同一張統計表內，故本研究亦將相同資料放置於同一頁籤

下供使用者以下拉式選單篩選欲查詢之資料分類，並以複選框提供使用

者選擇欲呈現之 5 等分位組。使用者篩選經濟戶長年齡別資料後，比較

可支配所得第 1 等分位組及第 5 等分位組之可支配所得資料分配(詳圖

4-9 及圖 4-10)，可觀察出除了 65 歲以上之經濟戶長可支配所得皆較低

外，第 5 等分位組之長條圖顏色以暖色系(年齡較長)較偏向左邊(可支配

所得愈高)、冷色系(年齡較輕)較偏向右邊(可支配所得愈低)，第 1 等分

位組則相反，表示可支配所得較高之族群以年齡較長者可支配所得較高，

而可支配所得較低之族群以年齡較輕者可支配所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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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新北市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圖 4-10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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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家庭戶數(以「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消費支出組別分」為例) 

以 ggplot2 套件之 ggplot 函數繪製長條圖，並重新設定 X、Y 軸相

關參數使其翻轉，即可繪製出戶數金字塔圖，版面左方配置拉桿供使用

者查詢不同年份資料，並設置撥放鍵，可查看兩性戶數之收支分布轉變

詳圖 4-11)。 

 
圖 4-11 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消費支出組別分(金字塔圖) 

資料來源：自行建置本調查互動查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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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R統計軟體繪圖彈性較高，增進民眾了解統計圖表意涵 

由於行動上網與網站社群愈來愈發達，使用移動裝置瀏覽網頁漸趨

頻繁，民眾對網頁的口味與要求也隨之提高，網站如雨後春筍般湧出，

若與一般大致雷同，又或者只是用文字與基本圖示呈現，恐多數民眾對

於相似類型的網站，大部分只是點開後隨意看幾眼圖示與內容，便順手

關閉。若為互動式網站將使民眾停留在網頁的時間增長，好奇者進而想

了解這些會動的按鈕、圖片甚至背景是否藏著一些小動畫或者解釋，同

時也伴隨著想知道得更多的想法。R 統計軟體是以程式碼繪製互動式動

態統計圖，其繪圖彈性較高，提供更多不同面向或多維度的統計分析，

並活化統計資料之運用，以增進民眾了解互動式統計圖表意涵。 

(二) R統計軟體僅須運用特定程式碼即可繪製動態統計圖 

運用 R 統計軟體雖須具備基本之程式知識，然而僅須運用特定程

式碼即可繪製互動式統計圖，有利於將 R 統計軟體建置之成果傳承新

進人員；惟若須將實作成果透過 shiny 佈署至網站供民眾查詢應用，成

本較高，且其技術學習門檻亦相對較高。 

(三) 主要國家及國內各統計機關，紛紛建置互動式動態統計圖，以呈現動

態統計資料 

常言道：「文不如表，表不如圖」，統計圖表往往能將複雜的概念

化繁為簡，清楚地傳達予瀏覽者，爰美國及國內行政院主計總處、衛生

福利部及經濟部等各統計機關，皆紛紛強調視覺化呈現統計圖表，藉由

與使用者之互動，拉近與民眾間之距離，同時亦能更生動傳達出統計數

據背後的脈絡變化，透過統計圖表的互動功能，相關資訊即可隨著使用

者的需求更動，彌補傳統圖表的單調與乏味，提供瀏覽者更多選擇及更

豐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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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 以 R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網雖屬可行，惟佈署成本較

高，而直覺式操作之 Tableau軟體成本相對較低，可為建置統計結果

視覺化工具之參考：  

若欲以 R 統計軟體建置統計調查結果互動查詢網，其技術學習門

檻較高，國內尚未有公務機關以 R 軟體建置正式網站供民眾使用，且

每年須負擔約 1,100 元美金(約新臺幣 3 萬 3,000 元)之 shiny 佈署費用，

成本較高。為審慎評估佈署互動網頁所需人力與成本，經由本研究之文

獻探訪國內互動式網頁之使用情形得知，國內衛生福利部以 Tableau(約

新臺幣 6 萬餘元且買斷)建置視覺化查詢網，該軟體係結合資料探勘和

資料視覺化，使用者透過簡單的 drag and drop 即可完成複雜且親和力

較佳之互動式統計圖，其直覺式操作使學習門檻相對低，可做為嘗試建

置統計結果視覺化工具之參考。 

(二) 互動式查詢網站為國內外呈現統計調查結果之趨勢，建議培訓兼具統

計與資訊專業之資料視覺化人才： 

統計調查為枯燥乏味之工作，將統計調查結果以友善、有趣且易懂

方式呈現於網頁上，以淺顯易懂方式傳達正確統計結果，將成功吸引一

般民眾瀏覽；惟透過本次研究發現動態資料視覺化工具須搭配兼具統計

與資訊之專業人才，因此人才培育甚為重要，倘本處欲自行建置互動式

查詢網，則須詳細規劃相關人才之培訓，除廣泛汲取動態資料視覺化之

優勢及方法外，尚須傳承相關經驗，俾日後建置統計調查結果視覺化網

頁能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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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本調查互動查詢網程式碼 

一、 global.R 檔 

#Windows 作業系統需在 App 外先執行下列程式碼 

#Sys.setlocale("LC_ALL", locale="Chinese (Simplified)_china.936") 

library(shiny) 

library(googleVis) 

library(ggplot2) 

library(reshape2) 

 

ch<-c("家庭戶數","平均每戶人數","平均每戶成年人數","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平均每戶所得收入者人數","一、所得收入總計"," 1.受雇人員報酬", 

      " 2.產業主所得"," 3.財產所得收入"," 4.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 

      " 5.經常移轉收入"," 6.雜項收入","二、非消費支出"," 1.利息支出", 

      " 2.經常移轉支出","三、消費支出"," 1.食品及非酒精飲料", 

      " 2.菸酒及檳榔"," 3.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 

      " 4.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 5.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 

      " 6.醫療保健"," 7.交通"," 8.通訊"," 9.休閒與文化"," 10.教育", 

      " 11.餐廳及旅館"," 12.什項消費","可支配所得","儲蓄","所得總額") 

eng<-c("A00_No_of_households","B00_No_of_persons_per_household", 

       "C00_No_of_adults_per_household","D00_No_of_persons_employed_per_household", 

       "E00_No_of_income_recipients_per_household","F00_Total_receipts", 

       "F01_Compensation_of_employees","F02_Entrepreneurial_income", 

       "F03_Property_income","F04_Imputed_rent_income","F05_Current_transfer_receipts", 

       "F06_Miscellaneous_receipts","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G01_Interest","G02_Current_transfer_expenditures","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H01_Food_and_non-alcoholic_beverages","H02_Tobacco,alcoholic_beverages_and_betel_nuts", 

       "H03_Clothing_and_footwear","H04_Housing,water,electricity,gas_and_other_fuels", 

       "H05_Furnishings,household_equipment_and_routine_household_maintenance", 

       "H06_Health","H07_Transport","H08_Communication","H09_Recreation_and_culture", 

       "H10_Education","H11_Restaurants_and_hotels","H12_Miscellaneous_goods_and_services", 

       "I00_Disposable_income","J00_Saving","K00_Current_receipts") 

chinese1<-data.frame(ch,eng) 

names(chinese1)<-c("中文","代碼_英文") 

 

#tab01----- 

tab01_fin <- read.table("tab01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names(tab01_fin)<-c("Region","年","家庭戶數","平均每戶人數","平均每戶成年人數", 

  "平均每戶所得收入者人數","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一.所得收入總計","１.受雇人員報酬", "２.產業主所得", "３.財產所得收入", 

  "４.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５.經常移轉收入", "６.雜項收入", 

  "二.非消費支出","１1.利息支出","２.經常移轉支出", 

  "三.消費支出","１.食品及非酒精飲料","２.菸酒及檳榔", 

  "３.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４.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 

  "５.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６.醫療保健","７.交通", 

  "８.通訊","９.休閒與文化","１０.教育", 

  "１１.餐廳及旅館","１２.什項消費", 

  "可支配所得","儲蓄","所得總額") 

 

#tab02----- 

tab02_fin <- read.table("tab02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names(tab02_fin)<-c("Occupations","年","家庭戶數","平均每戶人數","平均每戶成年人數", 

  "平均每戶所得收入者人數","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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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得收入總計","１.受雇人員報酬", "２.產業主所得", "３.財產所得收入", 

  "４.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５.經常移轉收入", "６.雜項收入", 

  "二.非消費支出","１1.利息支出","２.經常移轉支出", 

  "三.消費支出","１.食品及非酒精飲料","２.菸酒及檳榔", 

  "３.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４.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 

  "５.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６.醫療保健","７.交通", 

  "８.通訊","９.休閒與文化","１０.教育", 

  "１１.餐廳及旅館","１２.什項消費", 

  "可支配所得","儲蓄","所得總額") 

 

#tab03-tab14---- 

tab03_fin<- read.csv("tab03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4_fin<- read.csv("tab04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5_fin<- read.csv("tab05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6_fin<- read.csv("tab06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7_fin<- read.csv("tab07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8_fin<- read.csv("tab08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09_fin<- read.csv("tab09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0_fin<- read.csv("tab10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1_fin<- read.csv("tab11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2_fin<- read.csv("tab12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3_fin<- read.csv("tab13.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4_fin<- read.csv("tab14.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5----- 

tab15_0<- read.table("tab15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5_fin <- melt(tab15_0,id.vars = c("CurrentReceipts","Year"),  

                  variable.name = "Sex",value.name = "NoOfHouseholds") 

tab15_fin$Sex <- as.character(tab15_fin$Sex) 

tab15_fin$Sex[tab15_fin$Sex == "Male"] <- "男性" 

tab15_fin$Sex[tab15_fin$Sex == "Female"] <- "女性" 

names(tab15_fin)<-c("所得總額","year","性別","家庭戶數") 

 

#tab16----- 

tab16_0<- read.table("tab16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tab16_fin <- melt(tab16_0,id.vars = c("ConsumptionExpenditure","Year"),  

                  variable.name = "Sex",value.name = "NoOfHouseholds") 

tab16_fin$Sex <- as.character(tab16_fin$Sex) 

tab16_fin$Sex[tab16_fin$Sex == "Male"] <- "男性" 

tab16_fin$Sex[tab16_fin$Sex == "Female"] <- "女性" 

names(tab16_fin)<-c("消費支出","year","性別","家庭戶數") 

 

options(shiny.usecairo = FALSE) 

 

font_home <- function(path = '') file.path('~', '.fonts', path) 

if (Sys.info()[['sysname']] == 'Linux') { 

  dir.create(font_home()) 

  file.copy('wqy-zenhei.ttc', font_home()) 

  system2('fc-cache', paste('-f', font_home())) 

} 

rm(font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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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server.R 檔 

server <- shinyServer(function(input, output) { 

  #server_tab01-------------- 

  #tab01_fin <- read.table("tab01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region01 <- reactive({input$region01}) 

  variable01 <- reactive({input$variable01}) 

  output$linechart01 <- renderPlot({ 

    myData01 <- subset(tab01_fin,Region==region01(), select=c("年",variable01())) 

    #par(family="STHeiti") 

    ggplot(data=myData01,aes_string("年",variable01()))+ 

      geom_line(size=1.5,color="blue")+geom_point(size=3,shape=21,colour="#003087",fill="white")+ 

      xlab('年')+ylab(variable01())+scale_y_continuous(labels=scales::comma)+ 

      geom_label(aes_string(label=variable01()),vjust = -0.15)+ 

      #theme_grey(base_family = "STKaiti")+ 

      theme(legend.position="top", 

            panel.background=element_rect(fill = "grey90", colour = "grey50"), 

            axis.title.x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 

            axis.title.y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vjust = 0.5), 

            axis.text.x = element_text(size=12), 

            axis.text.y = element_text(size=12))#angle=360 

    }) 

  output$downloadtab01 <- downloadHandler( 

    filename = function(){"table01.csv"}, 

    content = function(file) { 

      write.csv(tab01_fin, file)}) 

  #server_tab02-------------- 

  #tab02_fin <- read.table("tab02_fin.csv", header=TRUE, sep=",", fill=TRUE) 

  occupation02 <- reactive({input$occupation02}) 

  variable02 <- reactive({input$variable02}) 

  output$linechart02 <- renderPlot({ 

    myData02 <- subset(tab02_fin,Occupations==occupation02(), select=c("年",variable02())) 

    ggplot(data=myData02,aes_string("年",variable02()))+ 

      geom_line(size=1.5,color="blue")+geom_point(size=3,shape=21,colour="#003087",fill="white")+ 

      xlab('年')+ylab(variable02())+scale_y_continuous(labels=scales::comma)+ 

      geom_label(aes_string(label=variable02()),vjust = -0.15)+ 

      theme(legend.position="top", 

            panel.background=element_rect(fill = "grey90", colour = "grey50"), 

            axis.title.x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 

            axis.title.y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vjust = 0.5), 

            axis.text.x = element_text(size=12), 

            axis.text.y = element_text(size=12))#angle=360 

  }) 

  output$downloadtab02 <- downloadHandler( 

    filename = function(){"table02.csv"}, 

    content = function(file) { 

      write.csv(tab02_fin, file)}) 

   

 #server_tab03--------------------------------------------------------  

  output$chinese03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3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3_fin, idvar="Region",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49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4--------------------------------------------------------    

  output$chinese04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4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4_fin, idvar="Industry",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5--------------------------------------------------------    

  output$chinese05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5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5_fin, idvar="Occupation",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6--------------------------------------------------------    

  output$chinese06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6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6_fin, idvar="Sex",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7--------------------------------------------------------    

  output$chinese07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7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7_fin, idvar="Age",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8--------------------------------------------------------    

  output$chinese08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8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8_fin, idvar="Education",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09--------------------------------------------------------    

  output$chinese09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09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09_fin, idvar="SizeOfHousehold",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10--------------------------------------------------------    

  output$chinese10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10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10_fin, idvar="TyepOfFamilies",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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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11--------------------------------------------------------    

  output$chinese11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11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11_fin, idvar="TypeOfResidence",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12--------------------------------------------------------    

  output$chinese12 <-renderTable({chinese1}) 

  output$tab12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12_fin, idvar="FiveEqual", timevar="Year", 

                    xvar="H00_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yvar="G00_Nonconsumption_expenditures", 

                    colorvar="F00_Total_receipts", sizevar="F00_Total_receipt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server_tab13--------------------------------------------------------    

  output$tab13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tab13_fin, idvar="District", timevar="Year", 

                    xvar="X03_DisposableIncome", 

                    yvar="X04_FinalConsumptionExpenditure", 

                    colorvar="X00_DI_FiveEqual", sizevar="X02_AverageNoOfPersons", 

                    options = list(width="800px",height="600px")) }) 

  #server_tab14--------------------------------------------------------    

  tab14_sub<- reactive({ 

    tab14_sub1<-subset(tab14_fin, A10_Class=="All" | A10_Class==input$SelectClass) 

    tab14_sub2<-subset(tab14_sub1,A30_DI_FiveEqual %in% input$DIcheck) 

    return(tab14_sub2) 

    }) 

  output$tab14plot<-renderGvis({ 

    gvisMotionChart( 

      tab14_sub(),  

      idvar="Idvar", timevar="Year",colorvar = "A20_Characteristic",  

      xvar = "A43_DisposableIncome", yvar = "A44_FinalConsumptionExpenditure", 

      sizevar="A42_AverageNoOfPersons", 

      options = list(width="900px",height="550px"))}) 

  #server_tab15--------------------------------------------------------   

  Year15<-reactive({input$Year15}) 

  output$tab15plot<-renderPlot({ 

    tab15_sub<-subset(tab15_fin,year==Year15())  

    tab15_sub$所得總額 <- factor(tab15_sub$所得總額, levels=unique(tab15_sub$所得總額)) 

    ggplot(tab15_sub, aes(x = 所得總額, y=家庭戶數,fill = 性別))+  

      geom_col(data=subset(tab15_sub,性別 == "女性")) +  

      geom_text(data=subset(tab15_sub,性別 == "女性"),  

                aes(y = 家庭戶數, label = 家庭戶數), size = 5, hjust = 0) + 

      geom_col(data=subset(tab15_sub,性別 == "男性"), aes(y=家庭戶數*(-1))) +  

      geom_text(data=subset(tab15_sub,性別 == "男性"),  

                aes(y = 家庭戶數*(-1), label = 家庭戶數), size = 5, hjust = 1) + 

      scale_y_continuous(breaks = seq(-100000, 100000, 20000),  

                         labels = paste0(as.character(c(seq(100, 0, -20), seq(20, 100, 20))), ",000"), 

                         limits=c(-100000,100000)) + 

      coord_fl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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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le_fill_brewer(palette = "Set1") +  

      theme_bw() + 

      theme(axis.text.x =element_text(size=14),  

            axis.text.y =element_text(size=14),             

            axis.title.x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 

            axis.title.y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vjust = 0.5), 

            text = element_text(size = 18), 

            legend.position=c(0.9,.8),#"none","left","right","bottom","top",or  

            legend.direction="vertical") 

    }) 

  #server_tab16-------------------------------------------------------- 

  Year16<-reactive({input$Year16}) 

  output$tab16plot<-renderPlot({ 

    tab16_sub<-subset(tab16_fin,year==Year16())  

    tab16_sub$消費支出 <- factor(tab16_sub$消費支出, levels=unique(tab16_sub$消費支出)) 

    ggplot(tab16_sub, aes(x =消費支出, y=家庭戶數,fill = 性別))+  

      geom_col(data=subset(tab16_sub,性別 == "女性")) +  

      geom_text(data=subset(tab16_sub,性別 == "女性"),  

                aes(y = 家庭戶數, label = 家庭戶數), size = 5, hjust = 0) + 

      geom_col(data=subset(tab16_sub,性別 == "男性"), aes(y=家庭戶數*(-1))) +  

      geom_text(data=subset(tab16_sub,性別 == "男性"),  

                aes(y = 家庭戶數*(-1), label = 家庭戶數), size = 5, hjust = 1) + 

      scale_y_continuous(breaks = seq(-150000, 150000, 50000),  

                         labels = paste0(as.character(c(seq(150, 0, -50), seq(50, 150, 50))), ",000"), 

                         limits=c(-150000,150000)) + 

      coord_flip() +  

      scale_fill_brewer(palette = "Set1") +  

      theme_bw() + 

      theme(axis.text.x =element_text(size=14),  

            axis.text.y =element_text(size=14),             

            axis.title.x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 

            axis.title.y = element_text(size=24,color="navyblue",face = "bold",vjust = 0.5), 

            text = element_text(size = 18), 

            legend.position=c(0.9,.8),#"none","left","right","bottom","top",or  

            legend.direction="vertica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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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ui.R 檔 

ui <- shinyUI( 

  navbarPage("新北市家庭收支調查互動查詢網(模擬)", 

    navbarMenu("家庭收支", 

      tabPanel("按行政區別分", 

        h1("100 年至 105 年家庭收支變動情形按行政區別分"), 

        sidebarLayout( 

          sidebarPanel( 

            selectInput("region01", "地區:", 

              choices=c("總計"="Grand_Total","第 1 統計區"="Region01","第 2 統計區"="Region02", 

                "第 3 統計區"="Region03","第 4 統計區"="Region04", "第 5 統計區"="Region05", 

                "第 6 統計區"="Region06","第 7 統計區"="Region07","第 8 統計區"="Region08", 

                "第 9 統計區"="Region09","第 10 統計區"="Region10")), 

            selectInput("variable01", "項目:", 

              choices=c("家庭戶數","平均每戶人數","平均每戶成年人數", 

                "平均每戶所得收入者人數","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一.所得收入總計","１.受雇人員報酬","２.產業主所得","３.財產所得收入", 

                "４.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５.經常移轉收入","６.雜項收入", 

                "二.非消費支出","１.利息支出","２.經常移轉支出", 

                "三.消費支出","１.食品及非酒精飲料","２.菸酒及檳榔","３.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 

                "４.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５.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６.醫療保健", 

                "７.交通","８.通訊","９.休閒與文化","１０.教育","１１.餐廳及旅館","１２.什項消費", 

                "可支配所得","儲蓄","所得總額")), 

            downloadButton('downloadtab01', 'Download')), 

          mainPanel(plotOutput("linechart01")))), 

      tabPanel("按經濟戶長職業別分", 

        h1("100 年至 105 年家庭收支變動情形按經濟戶長職業別分"), 

        sidebarLayout( 

          sidebarPanel( 

            selectInput("occupation02", "經濟戶長職業:", 

              choices=c("總計"="X00_GrandTotal",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X01_Legislators_SeniorOfficials_Managers", 

                "專業人員"="X02_Professionals",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X03_Technicians_AssociateProfessionals", 

                "事務支援人員"="X04_ClericalSupportWorkers",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X05_Service_SalesWorkers", 

                "農事、畜牧、林業、漁業及有關工作者"= 

                  "X06_Agriculture_AnimalProducers_Forestry_FisheryWorkers",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X07_Craft_RelatedTradesWorkers",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X08_Plant_MachineOperators_Assemblers",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X09_ElementaryLabourers", 

                "其他"="X10_Others ")), 

            selectInput("variable02", "項目:", 

              choices=c("家庭戶數","平均每戶人數","平均每戶成年人數", 

                "平均每戶所得收入者人數","平均每戶就業人數", 

                "一.所得收入總計","１.受雇人員報酬","２.產業主所得","３.財產所得收入", 

                "４.自用住宅設算租金收入","５.經常移轉收入","６.雜項收入", 

                "二.非消費支出","１.利息支出","２.經常移轉支出", 

                "三.消費支出","１.食品及非酒精飲料","２.菸酒及檳榔","３.衣著鞋襪及服飾用品", 

                "４.住宅服務、水電瓦斯及其他燃料","５.家具設備及家務維護","６.醫療保健", 

                "７.交通","８.通訊","９.休閒與文化","１０.教育","１１.餐廳及旅館","１２.什項消費", 

                "可支配所得","儲蓄","所得總額")), 

            downloadButton('downloadtab02',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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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Panel(plotOutput("linechart02"))))), 

    navbarMenu("平均每戶家庭收支", 

      tabPanel("按行政區別分",h1("按行政區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3")),column(6,htmlOutput("tab03plot")))), 

      tabPanel("按經濟戶長行業別分",h1("按經濟戶長行業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4")),column(6,htmlOutput("tab04plot")))), 

      tabPanel("按經濟戶長職業別分",h1("按經濟戶長職業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5")),column(6,htmlOutput("tab05plot")))), 

      tabPanel("按經濟戶長性別分",h1("按經濟戶長性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6")),column(6,htmlOutput("tab06plot")))), 

      tabPanel("按經濟戶長年齡組別分",h1("按經濟戶長年齡組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7")),column(6,htmlOutput("tab07plot")))), 

      tabPanel("按經濟戶長教育程度別分",h1("按經濟戶長教育程度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8")),column(6,htmlOutput("tab08plot")))), 

      tabPanel("按戶內人數分",h1("按戶內人數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09")),column(6,htmlOutput("tab09plot")))), 

      tabPanel("按家庭組織型態別分",h1("按家庭組織型態別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10")),column(6,htmlOutput("tab10plot")))), 

      tabPanel("按住宅狀況分",h1("按住宅狀況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11")),column(6,htmlOutput("tab11plot")))), 

      tabPanel("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分",h1("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分"), 

        fluidRow(column(6,tableOutput("chinese12")),column(6,htmlOutput("tab12plot"))))), 

    navbarMenu("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 

      tabPanel("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及行政區別分", 

        h1("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及行政區別分"), 

        htmlOutput("tab13plot")), 

      tabPanel("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及經濟戶長特徵分", 

        h1("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及最終消費支出依可支配所得按戶數 5 等分位組及經濟戶長特徵分"), 

        sidebarPanel( 

          selectInput("SelectClass", "經濟戶長特徵:", 

            choices = c( "性別"="Sex","年齡別"="Age","教育程度別"="Education")), 

          checkboxGroupInput("DIcheck","可支配所得 5 等分位組", 

            c("總平均"="DI0_GeneralAverage","可支配所得第 1 等分位組" = "DI1_1st", 

              "可支配所得第 2 等分位組" = "DI2_2nd","可支配所得第 3 等分位組" = "DI3_3rd", 

              "可支配所得第 4 等分位組" = "DI4_4th","可支配所得第 5 等分位組" = "DI5_5th"), 

            selected = "DI0_GeneralAverage")), 

        mainPanel(htmlOutput("tab14plot")))), 

    navbarMenu("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收支組別分", 

      tabPanel("按性別及所得總額(經常性收入)組別分", 

        h1("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所得總額(經常性收入)組別分"), 

        sidebarPanel( 

          sliderInput("Year15", "選擇民國年:",  

            min=100, max=105, value=105,  step=1,animate=TRUE)), 

        mainPanel(plotOutput("tab15plot"))), 

      tabPanel("按性別及消費支出組別分", 

        h1("家庭戶數按性別及消費支出組別分"), 

        sidebarPanel( 

          sliderInput("Year16", "選擇民國年:", 

            min=100, max=105, value=105,  step=1,animate=TRUE)), 

        mainPanel(plotOutput("tab16plo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