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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動態社會調查(PSFD) 
 
 

  CⅠ2000 
 

   卡 1  1□□2 

   1.主樣本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3    5 6             13 14    17       18  20 21            28 29    32 

   2.電話：(日) □□□-□□□□□□□□-□□□□ （夜) □□□-□□□□□□□□-□□□□ 

     

   3.現住地址：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村里_________鄰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__號_________樓 

 

 

 

   卡 2  1□□2 

   1.問卷編號：3□□ □□□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2.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  □□  □□  □□ 

                                                                                                

   3.受訪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訪員注意：第 4 小題電話號碼取得，留待至最後再詢問) 

                18  20 21            28 29    32       33  35 36            43 44    47 

   4.電話：(日) □□□-□□□□□□□□-□□□□  (夜) □□□-□□□□□□□□-□□□□ 

     手機：   48□□□□□□□□□□57 

     

   5.現居地址：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村里_________鄰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__號_________樓       58□□□60 

 

   6.戶籍地址：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村里_________鄰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__號_________樓 

    

   7.受訪者與戶長之關係：                                                          □61      

    □(1)本人    □(2)配偶       □(3)親子關係       □(4)兄弟姐妹     

    □(5)親戚    □(6)朋友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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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動態社會調查(PSFD) 

子女問卷 
 

CⅠ2000 
 
    訪問主題：家庭動態之子女 ( Ⅰ ) 
    委託單位：經濟所 
    調查單位：調查研究工作室 
    訪問對象：主要樣本之子女 
 

 您好！我們來自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我們正在進行一項台

灣家庭研究，訪問全台灣四千戶的家庭。您的父/母      先生/女士

幾個月前曾接受我們的訪問，事後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也特別贈

送他（她）一份禮物，謝謝他（她）的合作。由於研究結果很有意

思，所以我們想繼續進行這項家庭訪問，特地來拜訪您，請教您一

些問題。不會擔誤您太多時間，訪問結束後，我們也會送您一份禮

物。真多謝！                       

 

 

A﹑個人資料                            

                                                               卡 3  1□□2 

1. 性別： □(1)男   □(2)女 □3 

2. 請問您是在哪一年出生的？ 民國 _____________ 年  4□□5 

3. 請問您的出生地是： 6□ 7□□□9  

   □(1)台灣：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          □(2)中國大陸 

   □(3)港澳                                          □(4)外國：_________國 

4a.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10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b.請問您是否有身體或精神上的疾病會讓您工作或行動不便?  

   □(1)是           □(2)否 □11 

5. 請問您的語言使用狀況，如果 0 分代表完全不懂，10 分代表很流利： 

   a. 請問您的國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b. 請問您的閩南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c. 請問您的客家話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d. 請問您的英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12□□13 

    14□□15 

    16□□17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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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教育經驗          

                                                            卡 4   1□□2 
1. 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3□□4 

   (訪員注意：如果受訪者目前尚在就學，則以受訪者目前所受的教育為準)                                                
□(01)無       □(02)自修          □(03)小學         □(04)初(國)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五專     □(10)二專          □(11)三專         □(12)技術學院 

□(13)大學     □(14)碩士          □(15)博士         □(97)其他(請說明)          

   □(00)不適用       

近年來，台灣教育正經歷快速的變革。以下，我們希望能瞭解您個人的升學經驗，以作為

教育改革的參考。 

2.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小學？ 民國          年                                 5□□6 

3. 請問您在唸小學時，是否曾進過資優班、音樂班、美術班，或其他才藝班級？           □7 

   □(1)資優班         □(2)音樂班         □(3)美術班           

   □(4)不曾參加       □(7)其他(請說明)             

4. 請問您在唸小學時，是否曾經參加過以下的補習？(可多選)(請訪員唸出)         

   □(1)校內課業輔導   □(2)安親班         □(3)校外補習                      8□□□10 

   □(4)家教           □(5)不曾參加補習或家教                                11□□12 

5. 您最後就讀的那間小學是在哪一個地區？                               □13 14□□□16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台灣以外，國家名稱               

6. 請問您就讀的這間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17      

   □(1)公立          □(2)私立                  

7. 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國中？ 民國          年                               18□□19 

8.請問您在唸國中時，是否曾進過資優班、音樂班、美術班，或其他才藝班級？           □20 

   □(1)資優班        □(2)音樂班          □(3)美術班           

   □(4) 不曾參加     □(7)其他(請說明)             

9 .請問您在唸國中時，是否曾唸過自願就學班？                                       □21 

   □(1)是            □(2)否              □(3)當時沒有自學班       □(0)不適用 

10.請問您在唸國中時，是否曾經參加過以下的補習？(可多選)(請訪員唸出)        22□□□□25         

   □(1)校內課業輔導  □(2)校外補習        □(3)家教       □(4)不曾參加補習或家教 

11.您最後就讀的那間國中是在哪一個地區？                              □26  27□□□29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台灣以外，國家名稱               

12.請問您就讀的這間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30               

   □(1)公立          □(2)私立            □(0)不適用 

13.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畢業或肄業的？    民國         年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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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問您在國中之後，接下來主要做什麼呢？                                        □33    

   □(1)繼續升學      □(2)準備重考        □(3)去學技藝            □(4)就業      

   □(5)幫家裡工作    □(6)在家沒工作      □(7)其他(請說明)               

15.請問您在唸小學及國中時，您的父母常不常做下列幾件事情？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不記得(不知道)  不適用 

  a.閱讀報紙                     □(1)   □(2)   □(3)   □(4)   □(6)          □(0)    □34 

  b.買課外讀物給您               □(1)   □(2)   □(3)   □(4)   □(6)          □(0)    □35 
  c.因您成績好而獎勵您           □(1)   □(2)   □(3)   □(4)   □(6)          □(0)    □36 

  d.參與學校活動                 □(1)   □(2)   □(3)   □(4)   □(6)          □(0)    □37 

   （例如參加母姐會或家長會等）    

  e.打電話給老師或拜訪老師       □(1)   □(2)   □(3)   □(4)   □(6)          □(0)    □38 

  f.因您的就學問題而遷戶籍或搬家 □(1)   □(2)   □(3)   □(4)   □(6)          □(0)    □39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最高教育程度為國中的話，請跳問第 52 題； 

          若受訪者最高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上，請續問下列題目。 

16.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上高中/高職/五專？ 民國      年                        40□□41               

17.請問您是如何進入高中/高職/五專的？                                             □42 

   □(1)經由聯考      □(2)經由推薦甄試    □(3)申請入學       □(4)自願就學方案 

   □(5)保送入學      □(7)其他入學管道               

18.請問在這個階段，您唸的是什麼樣的學校？                                        □43 

   □(1)高中（普通科）□(2)高中職業類科    □(3)高職普通科     □(4)高職職業類科 

   □(5)五年制專科學校□(6)軍事學校        □(7)其他(請說明)               

19.請問您唸的是什麼科？ (高職、五專適用)                                     44□□45 

   □(01)普通類科             □(02)教育學類       □(03)藝術學類      □(04)人文學類               

   □(05)經濟、社會及心理學類 □(06)商業及管理學類 □(07)法律學類      □(08)自然科學類             

   □(09)數學及電算機科學類   □(10)醫藥衛生學類   □(11)工業技藝學類  □(12)工程學類               

   □(13)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類   □(14)農林漁牧學類   □(15)家政學類      □(16)運輸通信學類           

   □(17)觀光服務學類         □(18)大眾傳播學類   □(97)其他學類(請說明)                 

20a.您就讀的學校是在哪一個地區？                                  □46 47□□□□□51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學校名稱                    

   □(2)台灣以外，國家名稱           ，學校名稱                  

20b.請問您就讀的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52    

   □(1)公立                □(2)私立              □(0)不適用 

20c.請問您是已經畢業(或肄業)，還是正在就學？    

   □(1)畢業，畢業於民國         年                                     □53 54□□55 

   □(2)肄業，肄業於民國         年                                               

   □(3)正在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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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請問在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您是住在家裡，還是離家在外地就學？      □56  57□□58                                         

   □(1)住在自己家裡 (跳問第 22 題) 

   □(2)離家在外地就學，與家裡的交通時間約需        小時  

       (以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為準) (續問第 21b 題) 

21b.請問您當時是住在那裡？                                                         □59 

   □(1)住在學校宿舍        □(2)在校外租房子      □(3)住在親友家 

   □(4)住在父母買的房子    □(7)其他(請說明)               

22.請問您在(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有沒有打工的經驗？如果有的話，              

   是從事什麼性質的工作？(可複選) 

□(1)從未打過工                                                                □60 

□(2)在學期中打工，平均每週工作不滿 15 小時                                     □61 

□(3)在學期中打工，平均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                                     □62  

□(4)寒暑假打工                                                                □63 

   □(7)其他(請說明)                                                              □64 

23.在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您的學費及膳宿費用主要是由誰負擔？                   □65 

   □(1)自己打工 □(2)父母負擔                    □(3)親友負擔     

   □(4)父母親友共同負擔  □(5)自己打工，但父母親戚有補貼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24.在高中/高職/五專這個階段，您是否同意下列有關您父、母親的描述？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不適用 
  (a)我的父親會關注我在學校的表現。     □(1)    □(2)     □(6)    □(0)         □66 
  (b)我的母親會關注我在學校的表現。     □(1)    □(2)     □(6)    □(0)         □67 

  (c)我的父親總是知道我的行蹤和活動。    □(1)    □(2)     □(6)    □(0)         □68 
  (d)我的母親總是知道我的行蹤和活動。    □(1)    □(2)     □(6)    □(0)         □69 

25.您是否會和下列這些人討論求學計劃？ 
               不討論    略微討論   深入討論   不適用 
  (a)您的父親                  □(1)        □(2)       □(3)     □(0)             □70 
  (b)您的母親                  □(1)        □(2)       □(3)     □(0)             □71 
  (c)老師                      □(1)        □(2)       □(3)     □(0)             □72 
  (d)朋友或同學                □(1)        □(2)       □(3)     □(0)             □73 

26.請您想一下，學校裡和您最親近的朋友中是否大部分準備繼續升學？                   □74 
   □(1)大部分        □(2)小部分            □(3)幾乎沒有 

27.在學習過程中，您曾遭遇下列困難的程度為何？                                    
                                  一點也不覺得  稍微覺得    時常覺得 
  (a)課程太難                           □(1)         □(2)       □(3)             □75 
  (b)很難配合學校的規定與作息           □(1)         □(2)       □(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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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注意：如果受訪者現仍就讀於高中/高職/五專，續問第 28 題； 

          若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高職/五專以上的話，請跳問第 35 題； 

          若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高職/五專而未繼續升學，跳問第 52 題。 

28.請問您在學期中時，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和父親或母親聊天？          卡 5 1□□2   □3 
   □(1)不和父親或母親聊天□(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29.請問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閱讀報紙？                                    □4 
   □(1)不閱讀報紙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30.請問您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看電視？                                    □5 
   □(1)不看電視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31.請問您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上網、打電動？                              □6 
   □(1)不從事這類活動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32.在您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您打算做什麼？                                      7□□8 
   □(01)在國內繼續升學 (續問第 33 題)              □(02)去工作 (跳問第 34 題) 
   □(03)接受職業訓練或專長訓練課程 (跳問第 34 題)  □(04)準備公職人員考試 (跳問第 34 題)             
   □(05)成為家庭主婦 (跳問第 34 題)                □(06)出國唸書 (跳問第 34 題) 
   □(07)服完兵役再說 (跳問第 34 題)                □(08)目前還沒有打算 (跳問第 34 題) 
   □(97)其他(請說明)              (跳問第 34 題) 

33a.請問您打算唸什麼樣的學校？                                                     □9 

   □(1)二專              □(2)三專            □(3)技術學院         □(4)大學 

   □(5)軍事學校          □(7)其他(請說明)            

33b.請問您打算唸什麼樣的科系？                                                 10□□11 

   □(01)普通類科             □(02)教育學類       □(03)藝術學類      □(04)人文學類               

   □(05)經濟、社會及心理學類 □(06)商業及管理學類 □(07)法律學類      □(08)自然科學類             

   □(09)數學及電算機科學類   □(10)醫藥衛生學類   □(11)工業技藝學類  □(12)工程學類               

   □(13)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類   □(14)農林漁牧學類   □(15)家政學類      □(16)運輸通信學類           

   □(17)觀光服務學類         □(18)大眾傳播學類   □(97)其他學類(請說明)                 

34a.當您自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您若開始工作的話，能接受的最低月薪為多少？      12□□13 
  □(01) 1 萬以下                             □(02) 1 萬以上，未超過 1.5 萬 
   □(03) 1.5 萬以上，未超過 2 萬               □(04) 2 萬以上，未超過 2.5 萬 
   □(05) 2.5 萬以上，未超過 3 萬               □(06) 3 萬以上，未超過 3.5 萬 
   □(07) 3.5 萬以上，未超過 4 萬               □(08) 4 萬以上，未超過 4.5 萬 
   □(09) 4.5 萬以上，未超過 10 萬              □(10)10 萬以上 
34b.在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您若開始工作的話，您估計大概月收入會有多少？        14□□15 
   □(01) 1 萬以下                             □(02) 1 萬以上，未超過 1.5 萬 
   □(03) 1.5 萬以上，未超過 2 萬               □(04) 2 萬以上，未超過 2.5 萬 
   □(05) 2.5 萬以上，未超過 3 萬               □(06) 3 萬以上，未超過 3.5 萬 
   □(07) 3.5 萬以上，未超過 4 萬               □(08) 4 萬以上，未超過 4.5 萬 
   □(09) 4.5 萬以上，未超過 10 萬              □(10)1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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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跳問第 52 題 

35.請問您是什麼時候開始上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 民國      年                   16□□17                     

36.請問您是如何進入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的？                                        □18 

   □(1)經由聯考 □(2)經由推薦甄試 □(3)申請入學 □(4)保送入學 □(7)其他入學管道(請說明)         

37.請問在這個階段，您主要是唸什麼樣的學校？                                         □19 

   □(1)二專              □(2)三專              □(3)技術學院         □(4)大學               

   □(5)軍事學校          □(7)其他(請說明)             

38.請問您唸的是什麼科系？                                                        20□□21 

   □(01)普通類科             □(02)教育學類       □(03)藝術學類      □(04)人文學類               

   □(05)經濟、社會及心理學類 □(06)商業及管理學類 □(07)法律學類      □(08)自然科學類             

   □(09)數學及電算機科學類   □(10)醫藥衛生學類   □(11)工業技藝學類  □(12)工程學類               

   □(13)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類   □(14)農林漁牧學類   □(15)家政學類      □(16)運輸通信學類           

   □(17)觀光服務學類         □(18)大眾傳播學類   □(97)其他學類(請說明)                 

39a.您就讀的學校是在哪一個地區？                                      □22 23□□□□□27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學校名稱                    

   □(2)台灣以外，國家名稱           ，學校名稱                  

39b.請問您就讀的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28 

   □(1)公立                 □(2)私立                □(0)不適用      

39c.請問您是已經畢業(或肄業)，還是正在就學？                                 □29 30□□31 

   □(1)畢業，畢業於民國         年       □(2)肄業，肄業於民國         年                                    

   □(3)正在就學                                            

40a.請問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這個階段，您是住在家裡，還是離家在外地就學？□32 33□□34                                            

   □(1)住在自己家裡 (跳問第 41 題) 

   □(2)離家在外地就學，與家裡的交通時間約需        小時 (以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為準) 

40b.請問您當時是住在那裡？                                                          □35 

   □(1)住在學校宿舍        □(2)在校外租房子      □(3)住在親友家 

   □(4)住在父母買的房子    □(7)其他(請說明)               

41.請問您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這個階段，有沒有打工的經驗？如果有的話，            

   是從事什麼性質的工作？  (可複選) 

   □(1)從未打過工   □(2)在學期中打工，平均每週工作不滿 15 小時   36□□37     38□□□40              

□(3)在學期中打工，平均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  □(4)寒暑假打工  □(7)其他(請說明)                               

42.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這個階段，您的學費及膳宿費用主要是由誰負擔？            □41 

   □(1)自己打工   □(2)父母負擔         □(3)親友負擔    □(4)父母親友共同負擔    

   □(5)自己打工，但父母親戚有補貼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43.當初在您選填志願時，下列這些人對您的影響程度為何？ 
                                沒有影響   稍有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a)您的父親                        □(1)         □(2)        □(3)                 □42 
 (b)您的母親                        □(1)         □(2)        □(3)                 □43 
 (c)老師                            □(1)         □(2)        □(3)                 □44 
 (d)朋友或同學                      □(1)         □(2)        □(3)                 □45 
44.對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畢業後的計劃，下列這些人的影響程度為何？ 
                      沒有影響   稍有影響   有很大的影響    還沒有開始計畫 
 (a)您的父親              □(1)         □(2)        □(3)            □(4)           □46 
 (b)您的母親              □(1)         □(2)        □(3)            □(4)           □47 
 (c)老師                  □(1)         □(2)        □(3)            □(4)           □48 
 (d)朋友或同學            □(1)         □(2)        □(3)            □(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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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請您想一下，學校裡和您最親近的朋友是否大部分準備繼續升學？                      □50 
   □(1)大部分          □(2)小部分            □(3)幾乎沒有 

訪員注意：如果受訪者仍就讀於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續問第 46 題； 

          否則跳問第 52 題  

46.請問您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閱讀報紙？                                  □51 
   □(1)不閱讀報紙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47.請問您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看電視？                                    □52 
   □(1)不看電視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48.請問您在學期中，平均每天花費多少小時上網、打電動？                              □53 
   □(1)不從事這類活動  □(2)不超過 1 小時   □(3) 1 小時至 2 小時  □(4) 2 小時至 3 小時 
   □(5) 3 小時至 4 小時  □(6) 4 小時至 5 小時 □(7) 5 小時以上 

49.在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您打算做什麼？                      54□□55 
   □(01)在國內繼續唸研究所 (續問第 50 題)          □(02)去工作 (跳問第 51 題) 
   □(03)接受職業訓練或專長訓練課程 (跳問第 51 題)  □(04)準備公職人員考試 (跳問第 51 題) 
   □(05)成為家庭主婦 (跳問第 51 題)                □(06)出國唸書 (跳問第 51 題)   
   □(07)服完兵役再說 (跳問第 51 題)                □(08)目前還沒有打算 (跳問第 51 題) 
   □(97)其他(請說明)             (跳問第 51 題) 

50.請問您打算（或目前）唸那一類的研究所？                                      56□□57 

   □(01)普通類科             □(02)教育學類       □(03)藝術學類      □(04)人文學類               

   □(05)經濟、會社及心理學類 □(06)商業及管理學類 □(07)法律學類      □(08)自然科學類             

   □(09)數學及電算機科學類   □(10)醫藥衛生學類   □(11)工業技藝學類  □(12)工程學類               

   □(13)建築及都市規劃學類   □(14)農林漁牧學類   □(15)家政學類      □(16)運輸通信學類           

   □(17)觀光服務學類         □(18)大眾傳播學類   □(97)其他學類(請說明)                 

51a.當您自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您若開始工作的話，能接受的最低月薪為何？    
  □(01) 1 萬以下                             □(02) 1 萬以上，未超過 1.5 萬      58□□59 
   □(03) 1.5 萬以上，未超過 2 萬               □(04) 2 萬以上，未超過 2.5 萬 
   □(05) 2.5 萬以上，未超過 3 萬               □(06) 3 萬以上，未超過 3.5 萬 
   □(07) 3.5 萬以上，未超過 4 萬               □(08) 4 萬以上，未超過 4.5 萬 
   □(09) 4.5 萬以上，未超過 10 萬              □(10)10 萬以上 
51b.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研究所畢業後，您若開始工作的話， 您估計大概月收入會有多少？   
   □(01) 1 萬以下                             □(02) 1 萬以上，未超過 1.5 萬      60□□61 
   □(03) 1.5 萬以上，未超過 2 萬               □(04) 2 萬以上，未超過 2.5 萬 
   □(05) 2.5 萬以上，未超過 3 萬               □(06) 3 萬以上，未超過 3.5 萬 
   □(07) 3.5 萬以上，未超過 4 萬               □(08) 4 萬以上，未超過 4.5 萬 
   □(09) 4.5 萬以上，未超過 10 萬              □(10)1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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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請問您的父母是否滿意您目前的教育程度？                                         □62 

□(1)滿意          □(2)希望我有更高的學歷       □(3)希望我唸其他的學科   

   □(4)無所謂        □(7)其他(請說明)             

53a.請問就您目前的環境和能力，您覺得您可以讀到什麼程度？                      63□□64 

□(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碩士         □(07)博士       □(00)不適用 

53b.如果沒有環境和能力的限制，您希望讀書讀到什麼程度？                        65□□66 

□(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05)大學           □(06)碩士         □(07)博士       □(00)不適用 

 

 

C﹑工作經驗 

 

接著，我們想請問您的工作經驗，首先，請由您目前的工作情況談起。 

 

 
 
 
1.在您規劃工作生涯時，下列因素對於您選擇工作的重要程度如何？             卡 6 1□□2    
                   不重要   稍微重要   很重要 
  (a)優厚的起薪或調薪                   □(1)        □(2)       □(3)             □3 
  (b)工作穩定而且持久                   □(1)        □(2)       □(3)             □4 
  (c)使我感到重要而且有興趣的工作       □(1)        □(2)       □(3)             □5 
  (d)工作的自主性高                     □(1)        □(2)       □(3)             □6 

  (e)工作具挑戰性而且富有變化           □(1)        □(2)       □(3)             □7 

2. 請問您目前有工作嗎？                                                       

   □(1)有(跳問第 3 題)  □(2)沒有（續問 2a）                                □8                                                         

2a.請問您目前沒有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9□□10                                      

   □(01)因生病、事假、季節性因素而暫時未工作，但馬上會繼續 

   □(02)已找到工作，但尚未開始工作     □(03)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04)仍在就學中或準備入學           □(05)準備升學考試或重考       

   □(06)準備公職人員考試               □(07)準備出國                

   □(08)參加專長訓練或職業訓練         □(09)正在服兵役 

   □(10)準備服兵役                     □(11)料理家務 

   □(12)殘障或身體狀況不佳             □(97)其他(請說明)            

               回答(01)-(02)續問第 3 題；否則跳問第 10 題 

3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是在          公司/單位，從事          工作            行業 11□□□13                                   

   詳細職業名稱是：                                                    職業 14□□□□17 

工作之定義：（符合下列兩者之一，即記為有工作） 

1. 凡從事任何有酬活動（不論固定或臨時性工作） 

2.從事無酬家屬工作，並且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 小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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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4. 您目前是在為誰工作？ (回答(02)(03)(04)之一者，續問下一題；否則跳問第 6 題)    18□□19 

   □(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02)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05)為公營企業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4)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請說明)                                                   

5. 您這份工作的公司或機構約有多少位員工？                                       20□□21 

   □(01)少於 3 人   □(02) 4-9 人       □(03)10-29 人    □(04)30-49 人 

   □(05)50-99 人    □(06)100-499 人    □(07)500 人以上 

6. 在正常的情形下，您這份工作平均每週大約工作幾個小時？         小時          22□□□24  

7. 您這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25□□□□□□□31 

8. 您這份工作大約做了多久？                                     32□  33□□34  35□□36                          

  □(1)尚未開始工作                    

  □(2)未滿 1年，約做了 _______ 個月                                                             

  □(3)已滿 1年，約做了 ______ 年又             個月        

8a.您用什麼方法找尋工作？ (可多選)                 

  □(01)家人介紹    □(02)親戚介紹     □(03)同鄉介紹       □(04)朋友介紹   37□□□□40                                         

  □(05)老師介紹    □(06)向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                           41□□42 

  □(07)看徵才啟事  □(08)毛遂自薦     □(97)其他(請說明)                    43□□□45 

9. 請問您的父母是否滿意您的這份工作？                                               □46 

   □(1)滿意        □(2)不滿意       □(3)無所謂 

10.請問您目前有在找工作嗎？                                     47□  48□□49  50□□51               
 □(1)有，已找了      月又        週 

□(2)沒有 

 

 接著，請您回想您第一次正式工作的情況。 

 第一份正式工作：每天6小時以上，持續一個月且支薪的專職工作。寒暑假打工不包括在內。 
 
11a.請問您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不是您目前所做的工作？  

   □(1)是 (跳問第15題)  

   □(2)否 (續問第11b題)   

   □(3)從未工作過 (跳問第15題) 

        □52 

11b.請問您第一份正式工作開始於什麼時候？民國 _______ 年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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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您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           公司/單位，從事        工作      行業  55□□□57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職業  58□□□□61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12b.您當時為誰工作？（回答 02—04 續問下題，回答其他者跳問 14 題）           62□□63 

□(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02)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05)為公營企業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4)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請說明)                       

13.當時公司或機構裡面，大約有多少位員工？       64□□65 
   □(01)少於 3 人   □(02) 4-9 人       □(03)10-29 人    □(04)30-49 人 

□(05)50-99 人    □(06)100-499 人    □(07)500 人以上 

14.當時的工作收入每月約        元                                  66□□□□□□□72 

              接著，我們想問您一些有關創業的問題 

15a.請問您有沒有打算自己當老闆嗎？                                               □73 

   □(1)已經（或曾經）是老闆了（續問 15b）    □(2)有(跳問 D﹑婚姻與配偶資料)         
   □(3)沒有(跳問 D﹑婚姻與配偶資料) 
15b.當您創業當老闆時，您的家人或親屬有沒有在資金上幫助過您？                     □74 

   □(1)有       □(2)沒有 

D﹑婚姻與配偶資料                                             卡 7  1□□2 

 

1a.請問您目前結婚了嗎？（若有兩次以上之婚姻經驗，以最近一次為準）                       □3 

□(1)未婚（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2)同居（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3)已婚                            □(4)分居 

□(5)離婚                            □(6)喪偶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1b.結過婚者，請問您是在哪一年結婚的？民國_____年                              4□□5 

             請您回想結婚當時的一些狀況，並詳細回答下列問題 

2. 請問您當時是否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 

□(1)是             □(2)否             □(3)當時無工作 

              □6 

3. 當時的工作收入  □(1)有酬，每月約            元  □(2)無酬 

 (訪員：若受訪者記不得月薪，請填 9999996 ) 

              □7  

 8□□□□□□□14 

4. 請問當時您的(先生/太太)是否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 

   □(1)是               □(2)否            □(3)當時無工作 

□15 

5. (他/她)當時的工作收入  □(1)有酬，每月約          元  □(2)無酬 

 (訪員：若受訪者記不得月薪，請填 9999996) 

              □16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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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您結婚的時候， 

6a.男方是否準備聘金？   

 

            □24 

  □(1)否   □(2)是；當時大約是          元  25□□□□□□□31 

6b.女方是否準備嫁妝？              □32 

  □(1)否   □(2)是；當時折合現金大約是          元 33□□□□□□□39 

7. 請問您與您的(先生/太太)是如何認識而結婚的？                  40□□41 

□(01)在學校認識                     □(02)在工作場所認識        

□(03)在其他地方認識                 □(04)經親友介紹認識 

□(05)經親友安排相親                 □(06)經家人安排相親 

□(07)經由網路認識                   □(97)其他（請說明）                   

□(00)不適用 

               

8.請問當初您的父母是否贊成這門親事？                                             □42 

   □(1)很贊成               □(2)還算贊成          □(3)不太贊成        

   □(4)很不贊成             □(5)無所謂            □(0)不適用 

 

            接著，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您配偶的個人資料。 

                                                                         卡 8  1□□2 

9. 請問您的(先生/太太)是在哪一年出生的？ 民國 _______ 年       3□□4 

10.請問(他/她)是在什麼地方出生的？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中國大陸 

□(3)港澳         □(4)外國：        國 

         □5       

    6□□□8 

11a. 請問您(先生/太太)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麼？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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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無       □(02)自修         □(03)小學         □(04)國中/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五專     □(10)二專         □(11)三專         □(12)技術學院 

   □(13)大學     □(14)碩士         □(15)博士         □(97)其他(請說明)         

   □(00)不適用     

11b. 請問您(先生/太太)已經畢業、肄業，或是尚在就學中？                           □11 

   □(1)畢業         □(2)肄業           □(3)尚在就學中        

 

接下來，我們想請問您有關您配偶的工作情形 

12.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有工作嗎？                                                □12 

□(1)有(續問第 13 題)    □(2)沒有（跳問 12a 題）                              

12a.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沒有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13□□14                                 

   □(01)因生病、事假、季節性因素而暫時未工作，但馬上會繼續 

   □(02)已找到工作，但尚未開始工作     □(03)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04)仍在就學中或準備入學           □(05)準備升學考試或重考       

   □(06)準備公職人員考試               □(07)準備出國                

   □(08)參加專長訓練或職業訓練         □(09)正在服兵役 

   □(10)準備服兵役                     □(11)料理家務 

   □(12)殘障或身體狀況不佳             □(97)其他(請說明)            

回答(01)-(02)續問第 13 題；否則跳問第 E 大題、家庭價值與態度 

 

13. 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的工作是在         公司/單位，從事         工作 行業 15□□□17                                  

   詳細職業名稱是：                                                  職業 18□□□□21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14. 您(先生/太太)目前是在為誰工作？                                            22□□23 

   □(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02)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05)為公營企業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4)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請說明)                                                   

15.您(先生/太太)目前工作地點是在那裡？                               □24  25□□□27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港澳、大陸 

   □(3)其他國外地區               □(4)不固定              

16.在正常的情形下，您(先生/太太)這份工作平均每週大約工作幾個小時？          小時              

28□□□30 

17.您(先生/太太)這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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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您(先生/太太)這份工作大約做了多久？                        □38  39□□40  41□□42 

  □(1)尚未開始工作                    

  □(2)未滿 1年，約做了 _______ 個月                                                             

  □(3)已滿 1年，約做了 ______ 年又             個月      

                          
 

E. 家庭價值與態度 

 

您認為下列觀念對您自己的重要性如何？請您認真考慮以下每一觀念對您自己的重要性，並從「1」到「5」

分中給一個分數，以代表您真正的感受或評估。其中「1」分表示「不重要」，「5」分表示「絕對重要」，

在中間有「2」「3」「4」分，分數越大表示越重要。 

請問下列有關家庭的觀念，對您自己的重要性為何？ (請直接圈選) 

                                         不重要                 絕對重要      卡9 1□□2          

1. 對父母的養育之恩心存感激                1     2     3     4     5                 □3 

2. 無論父母對你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們      1     2     3     4     5                 □4 

3. 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父母的心願          1     2     3     4     5                 □5 

4. 兒子結婚後和父母住在一起                1     2     3     4     5                 □6 

5. 奉養父母使他們生活更為舒適              1     2     3     4     5                 □7 

6. 為了顧及父母的面子，為他們說些好話      1     2     3     4     5                 □8 

7. 為了傳宗接代，至少生一個兒子            1     2     3     4     5                 □9 

8. 做些讓家族感到光彩的事                  1     2     3     4     5                 □10 

9. 女兒結婚後常回娘家探望父母              1     2     3     4     5                 □11                                                         
10.為了子女，無論如何不應該離婚            1     2     3     4     5                 □12 

11.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    1     2     3     4     5                 □13 

  

F﹑居住安排  

1. 接下來請問您現在住宅的狀況： 

1a.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是誰的：                                                    14□□15  

□(01)自有      □(02)租用      □(03)借用          □(04)配住公家或公司、工廠宿舍    

□(05)配住眷村  □(06)父母所有  □(07)配偶父母所有  □(97)其他（請說明）                                                                                                                  

（回答(02)、(03)、(04)者續問 1b 題，其餘請跳問第 1c 題） 

1b. 租金每月多少？          元                                  16□□□□□□21 

1c. 房屋建坪多大？          坪，庭院         坪        22□□□24 25□□□27  

2.請問你目前與誰同住？   (請逐一填寫在家戶成員基本資料表中，空格內填寫人數) 

(01)父親        28□□29 人 (02)母親       30□□31 人 (03)繼（養）父親  32□□33 人 

(04)繼（養）母親 34□□35 人 (05)配偶父母   36□□37 人 (06)受訪者配偶    38□□39 人 

(07)兒子        40□□41 人 (08)女兒       42□□43 人 (09)兄弟姊妹的配偶 44□□45 人 

(10)已婚兄弟    46□□47 人 (11)未婚兄弟   48□□49 人 (12)已婚姊妹      50□□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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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未婚姊妹    52□□53 人 (14)祖父母     54□□55人 (15)外祖父母      56□□57 人 

(16)其他親屬    58□□59 人 (17)非親屬     60□□61 人  

   訪員注意：如果受訪者與父母同住，請跳問第 4 題；否則請續問第 3 題。 

             若受訪者在學時未與父母同住，請以在學時期情況為主，即續問第 3 題 

3a.請問您與父母之間，主要的聯絡方式是什麼？ 

  □(1)見面    □(2)電話    □(3)通信   □(4)e-mail   □(7)其他(請說明)              □62 

3b.每月打電話次數？        次                                                  63□□□65 

3c.每年見面天數？        天                                                    66□□□68 

3d.每月通信或 e-mail次數？        次                                           69□□□71 

  4. 請問您認為年老的夫婦跟誰住最好？（請訪員唸出選項）                                □72 
  □(1)和已婚的子女同住 □(2)和未婚的子女同住  □(3)夫婦自己住   □(4)住到老人安養院  
  □(5)住子女隔壁或附近   □(6)無意見             □(7)其他(請說明)                  

  5. 您認為一個單身老人跟誰住最好？（請訪員唸出選項）                                  □73 
  □(1)和已婚的子女同住 □(2)和未婚的子女同住  □(3)自己獨居     □(4)住到老人安養院  
  □(5)住子女隔壁或附近   □(6)無意見             □(7)其他(請說明)                    
 

G﹑家庭決策與支出                                                                            

                                                                           卡 10 1□□2 

1.請問您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幫忙做家務工作？         小時                3□□4 

2.請問您過去一年來，您父母有沒有給您零用金或生活費？                5□  6□□□□□□11 

  □(1) 有，平均每個月約___________元        □(2)沒有 

3.請問過去一年來，您有沒有給您父母零用金、生活費或節慶紅包？        12□ 13□□□□□□18 

  □(1) 有，平均每個月約___________元        □(2)沒有               
4.您的父母是否曾經將土地、房屋等家產分給子女？                         □19 

    □(1)已全部分完    □(2)已分一部份       □(3)尚未分產      □(4)沒有家產可分 

H﹑家庭關係與親屬狀況(若受訪者沒有配偶可免答有關配偶的題目) 

1.關係評估： 

      您與您家人的感情如果可以用數字表示：「1」代表感情非常不好，「5」代表感情非常好，請您分

別就以下的家人表示您的意見。(請直接圈選)                                                    

     感情很不好              感情很好    不適用                 

a. 您與父親                 1     2     3     4     5          0         □20 

          b. 您與母親                 1     2     3     4     5          0         □21 

          c. 您與兄弟                 1     2     3     4     5          0         □22 

          d. 您與姐妹                 1     2     3     4     5          0       □23 

          e. 您與配偶                 1     2     3     4     5          0       □24 

2.家庭聚會活動：平時您是否會參加以下的家族聚會活動？(請直接圈選) 

                                   從未  偶爾  經常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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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掃墓或祭祖                  1     2     3      0                      □25 

b. 過年吃年夜飯                1     2     3      0                      □26 

c. 親戚結婚                    1     2     3      0                      □27 

 d. 家人生日                    1     2     3      0                         □28 

3a.請問您的祖父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29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6)已經去世    □(7)不清楚 

3b.請問您的祖母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30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6)已經去世    □(7)不清楚 

3c.請問您的外祖父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31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6)已經去世    □(7)不清楚 

3d.請問您的外祖母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32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6)已經去世    □(7)不清楚 

4a.請問您的父親是否曾經再婚過？    □(1)是         □(2)否                          □33 
4b.請問您的母親是否曾經再婚過？    □(1)是         □(2)否                          □34 

J. 個人生活經驗                                                   

1a.請問您是在那裡長大的？（以 12 歲以前住過最久的地方為準）                          □35 
  □(1)農、漁村  □(2)城鎮    □(3)都市    □(4)外國    □(7)其他(請說明)           

 b.當時您住的房子是誰的？（以 12 歲以前住過最久的地方為準）                          □36 

  □(1)自家房子  □(2)租用    □(3)借用    □(4)配住公家或公司、工廠宿舍    

  □(5)配住眷村  □(6)不知道  □(7)其他（請說明）                                                                                     

 
2.請問您小時候（上小學以前）主要是由誰照顧？                                    37□□38 
  □(01)媽媽       □(02)爸爸  □(03)祖父母  □(04)外公/外婆  □(05)其他親屬                 

  □(06)保母或雇傭 □(07)哥哥  □(08)姊姊    □(96)不知道     □(97)其他(請說明)         

3.請問您上小學以前，在家裡主要都是說哪一種語言？                                   □39 

  □(1)閩南語      □(2) 客家語     □(3)國語      □(4)原住民語言                             

  □(5)大陸家鄉話  □(7)其他(請說明)                             

4. 請問在您成長的過程裡，是否曾經歷過下列幾件事情？  
 是 否   
a 父母經常吵架 1 2   □40 
b 父母離婚 1 2   □41 
c 父親去世 1 2   □42 
d 母親去世 1 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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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家裡有人長期需要照顧 1 2   □44 

5. 請問您在求學期間有沒有做過下列的事情？ 

 有 沒有 不適用  

a因為家庭經濟的困難，而無法繼續升學 1 2 0  □45 
b領取獎助學金 1 2 0  □46 

6. 請問，以下的情形是否符合您的生活經驗？ 

 完全 

不符合 

   完全 

符合 

 

a當我害怕或難過時，我的父母會想辦法幫助我 1 2 3 4   5  □47 
b當我做錯事情的時候，我的父母會罵我或處罰我 1 2 3 4   5  □48 
c當我表現好的時候，我的父母會稱讚或獎勵我 1 2 3 4   5  □49 
d我的父母很關心我的事情 1 2 3 4   5  □50 
e我的父母認識我的朋友 1 2 3 4   5  □51 
f我的父母對孩子管教很嚴格 1 2 3 4   5  □52 

7a.請問您有沒有在軍中服過役？                                                      □53                                                                  

  □（1）有（續問第 7b）   □（2）沒有                                             

7b.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在軍中服役？民國        年入伍   民國        年退伍   54□□55 56□□57 

                                                                                                                                                                                                       

8.訪問結束時間：       月     日      時       分      58□□59 60□□61 62□□63 64□□65 

  (訪員注意：記得追問第一頁第 4 小題之電話號碼) 

 

 

 

非常感謝您的合作，使我們的問卷訪問能夠順利的完成，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