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家庭動態調查(PSFD) 

 

RI2003 
 

                                                                             卡 1  1□□2 

X1.問卷編號：3□ □□□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X2.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  □□  □□  □□ 

                                                                                         

X3.受訪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訪員注意：以下第 4 及第 8 小題之電話號碼取得，留待至最後再詢問) 

              17  19 20            27 28    31          32  34 35            42 43    46  

X4.電話：(日) □□□-□□□□□□□□-□□□□     (夜) □□□-□□□□□□□□-□□□□ 

     

X5.現住地址：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村里_________鄰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__號_________樓           47□□□49 

 

X6.戶籍地址：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_________村里_________鄰_________路街 

            _________段_________巷_________弄_________號_________樓 

 

X7.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50   52 53            60 61    64           65  67 68            75 76    79  

X8.電話：(日) □□□-□□□□□□□□-□□□□      (夜) □□□-□□□□□□□□-□□□□ 

 

X9.受訪者與戶長之關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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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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們來自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我們目前正在進行 

一項台灣家庭研究，訪問全台灣三千戶的家庭。本研究之主要目的， 

是為瞭解台灣地區家庭狀況的變化，對個人的求學過程、工作經驗、 

家庭價值等進行多年的訪問。向您請教家中最近的情形，以探討社會 

變遷的趨勢與原因。同時，希望您能抽空接受訪問，幫助我們完成這 

項研究。為感謝您熱心地協助我們完成這項研究，在訪問結束後，我 

們會送您一份新年度萬年曆計算機當禮物，並給您一張抽獎存根，根 

據上面您的編號，於 2003 年 3 月 15 日我們將舉行抽獎活動，計有頭 

獎一名獨得價值約一萬二千元的獎品，二獎三名每人獲得價值約六千 

元的獎品，三獎三十六名每人獲得價值約二千元的獎品，以感謝您配 

合我們的訪問。真多謝！屆時獲獎名單將公佈於本計畫網站上 ( 網址 

：http://psfd.sinica.edu.tw ) 

 
 
A﹑個人資料                                                     卡 2  1□□2                           
                                               
A1. 性別： □(1)男   □(2)女                                               □3 

 

A2. 請問您是在哪一年出生的？ 民國 _____________ 年                               4□□5 

 

A3a.請問您的出生地是：                                             6□ 7□□□9 10□□11 

□(1)台灣：_________縣市_________鄉鎮市區；出生後在該地住了多久？_________年  

□(2)中國大陸；出生後在該地住了多久？_________年 

□(3)港澳：出生後在該地住了多久？_________年 

□(4)外國：_________國；出生後在該地住了多久？_________ 年 

    （回答（1）者，跳問 A4a） 

 

A3b.請問您是哪一年來台灣定居的？ 民國_________年                               12□□13 

 

A4a.請問您認為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14 

□(1)很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A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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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是           □(2)否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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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a. 請問您的國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16□□17 

A5b. 請問您的閩南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18□□19 

A5c. 請問您的客家話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20□□21 

A5d. 請問您的英語大約是幾分？_________分                           22□□23 

 

http://psfd.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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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教育經驗                                                     卡 3  1□□2 

 

B1. 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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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或獨立學院  □(14)研究所碩士班  □(15)研究所博士班    □(97)其他          

□(00)不適用 

 

（回答(01)、(02)者跳問 C﹑工作經驗） 

 

 

B2. 請問您是哪一年畢業/肄業的？民國_______年  □(1)畢業   □(2)肄業           5□□6 □7 

B3. 請問您在讀書的過程中有沒有做過下列的事情？ 

               有      沒有     不適用 

(a)參加才藝訓練(例如學習彈鋼琴、   

   畫畫、書法、跳芭蕾舞等)         □1     □2      □0            □8 

(b)打工賺零用錢        □1  □2     □0            □9 

(c)打工賺自己或家庭的生活費     □1  □2   □0            □10 

(d)在家庭事業幫忙            □1  □2     □0            □11 

(e)因為家庭經濟的困難，而無法繼續升學   □1  □2   □0            □12 

 

B4a.請問您在讀書過程中有沒有領取過獎助學金或教育補助費？                           □13 

    □(1)有   □(2)沒有(跳問第 B5 題)   □(0)不適用(跳問第 B5 題) 

 

B4b.請問您曾領取過什麼獎助學金或教育補助費？(請唸出前四項,可複選)  

   □(1)軍公教教育補助費   □(2)其他教育補助費     □(3)清寒獎助學金         14□□□16 

   □(4)成績優異獎學金     □(7)其他獎學金(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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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5. 請問你什麼時候開始上小學？ 民國 _________ 年                                19□□20                                   

 

B6a.請問您上小學以前，在家裡主要都是說哪一種語言？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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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大陸家鄉話   □(7)其他 ＿＿＿＿＿＿＿＿ 

 

B6b.那個時候，您的國語能力如何？如果 0分代表完全不懂，10分代表很流利，          22□□23 

   您認為上小學以前您的國語大約是幾分？＿＿＿＿＿＿分 

 

B7a.請問您在小學的時候,有沒有參加校內課業輔導或校外補習班？                         □24                        

    □(1)有   □(2)沒有(跳問第 B8a 題)  □(0)不適用(跳問第 B8a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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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b.請問您參加過什麼樣的補習？ (可複選，”有”填 1，”無”填 2)                      25□□26 

□(1)校內課業輔導 □(2)校外補習班、家教班或去老師家補習             27□□28   

□(3)請家教 □(7)其他                                                            

 

B7c.各種補習的總次數大約是每週_________次（填 01,02,…,07…）                   29□□30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小學畢業後曾繼續升學，請回答下列問題。(否則請跳問 C、工作經驗) 

 

B8a.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國中/初中？ 民國 ＿＿＿＿＿＿ 年                        31□□32 

 

B8b.請問您就讀的這間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33 

□(1)公立    □(2)私立  □(0)不適用 

 

B9.您在唸國中/初中的時候，學校有沒有能力分班？                                      □34 

□(1)有                      □(2)沒有(跳問第 B11a 題)    

□(6)不知道(跳問第 B11a 題)    □(0)不適用 (跳問第 B11a 題) 

 

B10.請問您被分到什麼班？                                                            □35  

□(1)資優班（含才藝班）               □(2)升學班    □(3)非升學班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0)不適用 

 

B11a.請問您在國中/初中的時候,有沒有參加校內課業輔導或校外補習班？                   □36 

     □(1)有    □(2)沒有(跳問第 B12 題)   □(0)不適用(跳問第 B12 題) 

 

B11b.請問您參加過什麼樣的補習？ (可複選)                           

    □(1)校內課業輔導  □(2)校外補習班、家教班或去老師家補習                  37□□38 

    □(3)請家教   □(7)其他                                              39□□40 

 

B11c.各種補習的總次數大約是每週       次（填 01,02,…,07…）                     41□□42 

 

B12.請問您國中/初中畢業之後，有沒有參加重考生補習班？                                □43 

     □(1)有        □(2)沒有     □(3)沒有重考 

                                                                            

B13.您在唸國中/初中的時候，父母常不常做下面的事？ 

 

                                                 經    有   很   從   不   不 

                                                                      記   適 

                                                    常    時   少   不   得   用 

(1)父母閱讀報紙 

(2)父母買課外讀物給您   

(3)父母因您成績好而獎勵您 

(4)父母參與學校活動(例如參加家長會等) 

(5)父母到老師家拜訪 

 

□1 

□1 

□1 

□1 

□1 

□2 

□2 

□2 

□2 

□2 

□3 

□3 

□3 

□3 

□3 

□4 

□4 

□4 

□4 

□4 

□6 

□6

□6 

□6 

□6 

□0 

□0 

□0 

□0 

□0 

□44 

□45 

□46 

□4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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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a.請問在這個階段，您有沒有拿到正式的文憑？                                       □49 

□(1)有       □(2)沒有   □(0)不適用 

 

B14b.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畢業或肄業的？ 民國 ＿＿＿＿＿＿ 年                        50□□51 

 

B14c.請問您在這個教育階段後，緊接下來做什麼？                                   52□□53 

□(01)繼續升學   □(02)準備重考     □(03)去學技藝      □(04)就業 

□(05)幫家裡工作  □(06)在家沒工作   □(97)其他 ＿＿＿＿＿＿ 

 

 

 

 

 

B15a.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高中/高職/五專？ 民國 ＿＿＿＿＿＿ 年                  54□□55 

 

B15b.請問在這個階段，您主要是念什麼樣的學校？                                   56□□57 

□(01)高中普通科           □(02)高中職業類科          □(03)高職普通科            

□(04)高職職業類科         □(05)五年制專科學校        □(06)六年制專科學校（醫事）          

      □(07)師範學校             □(08)軍事學校              □(97)其他                

 

B15c.請問您就讀的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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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5d.請問您就讀的是日間部還是夜間部？                                               □59 

□(1)日間部                 □(2)夜間部 

 

B16a.請問您在高中/高職/五專的時候,有沒有參加校內課業輔導或校外補習班？             □60 

□(1)有         □(2)沒有(跳問第 B17 題)      □(0)不適用(跳問第 B17 題) 

 

B16b.請問您參加過什麼樣的補習？ (可複選)                                    卡 4  1□□2 

□(1)校內課業輔導       □(2)校外補習班、家教班或去老師家補習               3□□4 

   □(3)請家教              □(7)其他                                           5□

□6 

 

B16c.各種補習的總次數大約是每週        次（填 01,02,…,07…）                     7□□8 

 

B17.請問您在高中/高職/五專畢業之後，有沒有參加升學或插大補習班？                     □9 

    □(1)有       □(2)沒有        □(3)沒有重考 

 

B18.在您就讀高中／高職／五專的時候，是不是離家住在外地就學？                        □10 

    □(1)不是 

    □(2)是：     歲到     歲期間，離家約     分鐘交通時間  11□□12 13□□14 15□□□17 

 

B19.請問您就讀的（高中/高職/五專）是在哪一個地區？                                  □18 

    □(1)台灣，縣市            ，學校名稱                                 19□□□□□23 

    □(2)台灣以外                （請填國家名稱）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國（初）中畢業後曾繼續升學，請回答下列問題。 

(否則請跳問 C、工作經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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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當時的學費主要是由誰負擔？                                                      □24     

□(1)自己工作或打工 □(2)父母負擔       □(3)親友負擔   

□(4)父母及親友共同負擔    □(5)自己打工，但父母親戚有補貼 

    □(7)其他___________                                       

 

B21.當時的生活膳宿費用主要由誰負擔？                                                □25 

□(1)自己工作或打工         □(2)父母負擔 □(3)親友負擔   

□(4)父母及親友共同負擔     □(5)自己打工，但父母親戚有補貼  

□(7)其他___________ 

 

B22.當時您有沒有助學貸款？                                                          □26 

□(1)有                     □(2)沒有 

 

B23a.請問在這個階段，您有沒有拿到正式文憑？                                         □27 

□(1)有                          □(2)沒有    

□(3)就學中（跳答 C.工作經驗）   □(0)不適用（跳答 C.工作經驗） 

 

B23b.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畢業或肄業的？  民國 ＿＿＿＿＿＿ 年                       28□□29 

 

B23c.請問您在這個教育階段後，緊接下來做什麼呢？                                 30□□31 

  □(01)繼續升學    □(02)準備重考    □(03)去學技藝 □(04)就業 

  □(05)幫家裡工作  □(06)在家沒工作  □(97)其他___________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高中/高職/五專畢業後曾繼續升學，請回答下列問題。 

(否則請跳問 C﹑工作經驗) 

 

 

 

B24a.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 民國 ＿＿＿＿＿＿ 年         32□□33 

 

B24b.請問在這個階段，您最主要是唸什麼樣的學校？                                     □34 

□(1)二專 □(2)三專  □(3)技術學院    

□(4)大學或獨立學院   □(5)軍事學校 □(7)其他 ＿＿＿＿＿＿    

 

B24c.請問您就讀的學校是公立還是私立的？                                             □35 

□(1)公立 □(2)私立  □(0)不適用    

 

B24d.請問您就讀的是日間部還是夜間部？                                               □36 

□(1)日間部           □(2)夜間部   

 

B25.在您就讀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的時候，是不是離家住在外地就學？                     

□(1)不是                                                                       □37 

□(2)是：     歲到     歲期間，離家約      分鐘交通時間 38□□39 40□□41 42□□□44                  

 

B26.請問您就讀的（大專）是在哪一個地區？                             □45 46□□□□□50 

□(1)台灣，縣市            ，學校名稱                及科系                 

□(2)台灣以外，國家名稱            ，學校名稱                及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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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當時的學費主要是由誰負擔？                                                      □51 

□(1)自己工作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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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B28.當時的生活膳宿費用主要由誰負擔？                                                □52 

□(1)自己工作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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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B29.當時您有沒有助學貸款？                                                          □53 

    □(1)有           □(2)沒有 

 

B30a.請問在這個階段，您有沒有拿到正式的文憑？                                       □54 

□(1)有                         □(2)沒有    

□(3)就學中（跳答 C.工作經驗）  □(0)不適用（跳答 C.工作經驗） 

 

B30b.請問您是在什麼時候畢業或肄業的？  民國 ＿＿＿＿＿＿ 年                     55□□56 

 

若受訪者的教育程度為二專/三專/技術學院/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的話，請續問下列題目 

（否則請跳問 C、工作經驗） 

 

B31a.請問您什麼時候開始上研究所（碩士/博士）？ 民國 ＿＿＿＿＿＿ 年             57□□58 

 

B31b.請問在研究所階段，您有沒有拿到正式的文憑？（以最高學歷為主）                   □59 

□(1)碩士                      □(2)博士          □(3)碩士班就學中(跳答 B31d 題)        

□(4)博士班就學中(跳答 B31d 題) □(5)沒有          □(0)不適用 

 

B31c.請問您是什麼時候畢業或肄業的？ 民國 ＿＿＿＿＿＿ 年                        60□□61 

 

B31d.為了上研究所請問您是否參加補習？                                               □62 

□(1)有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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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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請問您目前有工作嗎？                                                      卡 5 1□□2 

  □(1)有(跳問第 C4a 題) □(2)沒有                                                   □3                                                         

                                            

   

 

 

 

 

 

 

 

 

 

 

 

 

 

 

 

 

 

C4b.您是在為誰工作？ (回答(2)-(5)之一者，續問下一題；否則跳問第 C6 題)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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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續答 C5 題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跳答 C6 題 

 
 
 
 
 
 
 
 
 
 
 
 
 

C5. 您這份工作的公司約有多少位員工？                                           

  □(01)少於 3 人   □(02) 4-9 人  15□□16 

  □(03)10-29 人    □(04)30-49 人  

  □(05)50-99 人    □(06)100-199 人 

□(07)200-499 人  □(08)500 人以上 

                                 

 

C6. 您這份工作的地點是在那裡？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港澳、大陸       

□(3)其他國外地區                  17□ 

□(4)不固定                  18□□□20 

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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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  

C8. 您這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24□□□□□□□30 

C9. 您這份工作大約做了多少年？           年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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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工作在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 小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 

 

C2.請問您在今年內曾有過工作嗎？  □4 

  □(1)有(跳問第 C 4a 題)   □(2)沒有                     

 

C3. 請問您目前/今年沒有工作的原因是什

麼？                        □5                                                            

□(1)料理家務 

□(2)殘障或身體狀況不佳 

□(3)已退休 

□(4)參加專長轉換、加強訓練或進修  

□(5)裁員或公司倒閉 

□(7)其他                       

□(0)不適用 

 

 

 

 

C4a. 您這份工作是在                  公司/

單位，從事               工作，詳細職業

名稱是：                             

 

 行業 6□□□8       職業 9□□□□12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

錄職業類別) 

 

跳問第 C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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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請問您在去年（2002,民國 91 年）是否有工作？                                   □33 

□(1)有      □(2)沒有(跳問第 C15 題)              

                  

C11.您去年做最久的工作是否就是目前的這份工作？                                   □34 

□(1)是(跳問第 C14 題)   □(2)否        □(0)不適用 (跳問第 C14 題)                  

 

C12.在去年之中，您那份工作平均每週工作幾個小時？          小時             35□□□37 

            

 

C13.您去年那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元         38□□□□□□□44    

 

C14.在去年農曆年前(民國 91 年 2 月)，您那份工作一共領到多少年終獎金？45□□□□□□□51 

               元 (若領到股票或禮品,請大概折算為金額)   

 

C15. 請問您目前有在找工作嗎？                                        52□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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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暑假打工不包括在內。專職工作，每天 6 小時以上，持續一個月，支薪。 

 

 

C16.請問您第一次正式工作是什麼時候？ 民國 _______ 年                         57□□58 

 

沒有工作過者，請跳問 C21題 

 

C17a.您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是在               公司/單位，從事            工作  59□□□61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62□□□□65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C17b.您當時為誰工作？  (回答(02)-(05)之一者，續問下一題，否則跳問 C19 題)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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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續答 C18 題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跳答 C19 題 

           

C18.當時公司裡面，大約有多少位員工？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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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50-99人        □(06)100-199人     □(07)200-499人  □(08)500人以上 

請訪員判斷：目前這份工作未達一年者續問第 C10 題，超過者跳問第 C1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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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當時的工作收入每月約        元                                 70□□□□□□□76 

  

C20.您當時住在哪裡？                                             卡 6 1□□2    3□□4 

□(01)住父母家，持續共         年                                          5□□6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7□□□□□□□13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2)住(岳父母/公婆)家，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3)與兄弟姊妹或親戚同住，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4)在外租屋，持續共         年，當時自己負擔的房租大約每月         元 

□(05)住在父母預先購買的房子，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6)住(岳父母/公婆)預先購買的房子，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7)購屋居住，當時屋價大約是         萬元（若選答(07)則本題第 5.6 格填 0 0 年） 

□(08)蓋房子住，持續共          年，當時的屋價和地價大約是            萬元 

□(09)住宿舍，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若不需，填0000000元） 

□(97)其他                               

 

現在，請您回想當您十六歲時的一些情況。 

 

C21. 您在十六歲之前，居住最久的地方是：                       14□ 15□□□17 18□□19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在該地住了多久？        年  

□(2)中國大陸；在該地住了多久？        年 

□(3)港澳；在該地住了多久？        年 

□(4)外國：        國；在該地住了多久？        年 

 

C22. 您十六歲之前，您父母是否曾經為了幫子女遷至較好的學區，或為了子女就學方便而搬家？ 

     □(1)是         □(2)否                                                     □20 

 

C23a.在您十六歲時，您父親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21□□□□24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16歲時父親已亡故或不在身邊,填 0000)     

 

C23b.他當時是在為誰工作？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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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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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a.在您十六歲時，您母親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27□□□□30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16歲時母親已亡故或不在身邊,填 0000) 

 

C24b.她當時是在為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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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C25a.請問您有沒有在軍中服役過？                                                  □33 

□(1)有（續答 C25b 題）            □(2)沒有（跳答 D 婚姻與配偶資料） 

 

C25b. 請問您什麼時候在軍中服役？ 民國     年入伍，民國     年退伍    34□□35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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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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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6             

□(01)未婚（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02)同居;是在哪一年開始的？民國____年（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03)已婚;是在哪一年結婚的？民國____年  □(04)分居;是在哪一年開始的？民國____年 

□(05)離婚;是在哪一年發生的？民國____年  □(06)喪偶;是在哪一年發生的？民國____年 
□(9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回答(01)未婚(02)同居者，請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其他請您回想結婚當時的一些狀況，並詳細回答下列問題 

 

D2.請問您是否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                                                 □7 

□(1)是             □(2)否 

 

D3a.請問剛結婚時，您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者，以辭去之工作回答。婚前無工作者，跳問 D5 題)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8□□□□11         

 

D3b.您當時為誰工作？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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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D4.當時的工作收入  □(1)有酬，每月約            元  □(2)無酬 14□ 15□□□□□□□21 

(訪員：若受訪者記不得月薪，請填 999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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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請問您的(先生/太太)是否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                                   □22 

□(1)是               □(2)否 

 

D6a.請問剛結婚時，您的(先生/太太)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因為結婚而辭去工作者，以辭去之工作回答。婚前無工作者，跳問 D8 題)                           

   詳細職業名稱與工作內容：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23□□□□26         

 

D6b.您(先生/太太)當時為誰工作？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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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D7.(他/她)當時的工作收入  □(1)有酬，每月約         元  □(2)無酬                □29 

(訪員：若受訪者記不得月薪，請填 9999996)                       30□□□□□□□36 

 

D8.請問您結婚的時候: 

D8a.男方是否準備聘金？                                                         □37               

      □(1)否   □(2)是；當時大約是          元          38□□□□□□□44 

   

D8b.女方是否準備嫁妝？                                                         □45            

      □(1)否   □(2)是；當時折合現金大約是          元   46□□□□□□□52 

   

D9.請問剛結婚時，你們住在哪裡？                                              53□□54   

□(01)住父母家，持續共        年                                          55□□56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57□□□□□□□63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2)住(岳父母/公婆)家，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3)與兄弟姊妹或親戚同住，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4)在外租屋，持續共      年，當時自己負擔的房租 

大約每月        元 

□(05)住在父母預先購買的房子，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06)住在(岳父母/公婆)預先購買的房子，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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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購屋居住，當時屋價大約是        萬元  

     （若選答(07)則本題第 55.56 格填 0 0 年）  

□(08)蓋房子住，持續共          年 

當時的屋價和地價大約是            萬元 

   □(09)住宿舍，持續共            年 

您需不需要給付房租或其他費用？每月          元 

（若不需，填 0000000 元） 

□(97)其他                    
 

D10.請問您與您的(先生/太太)是如何認識結婚的？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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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經由婚姻仲介公司 

□(97)其他（請說明）                  □(00)不適用 

           

接著，我們想請教您一些有關您配偶的個人資料。 

 

D11.請問您的(先生/太太)是在哪一年出生的？ 民國 _______ 年  

                                                                            66□□67 

D12a.請問(他/她)是在什麼地方出生的？                                             □68   

□(1)台灣：        縣市        鄉鎮市區 □(2)中國大陸               69□□□71 

□(3)港澳        □(4)外國：        國 

（回答（1）者，跳問 D13） 

 

D12b. 請問(他/她)是哪一年來台灣定居的？ 民國        年                      72□□73 

 

D13.請問您(先生/太太)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什麼？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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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或獨立學院 □(14)碩士          □(15)博士           □(97)其他         

□(00)不適用     
 

D14.請問您(先生/太太)的語言使用狀況，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懂，10分代表很流利： 卡8 1□□2 

D14a. 請問他/她的國語大約是幾分？        分                                3□□4 

D14b. 請問他/她的閩南語大約是幾分？        分                              5□□6 

D14c. 請問他/她的客家話大約是幾分？        分                             7□□8 

D14d. 請問他/她的英語大約是幾分？        分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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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a.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                                    □11                       

     □(1)非常好        □(2)好   □(3)普通  □(4)不好 

     □(5)很不好        □(7)其他(請說明)______ 

 

D15b.請問您(先生/太太)是否有身體或精神上的疾病會讓(他/她)工作或行動不便?         □12 

     □(1)是            □(2)否 

       

                                                                 

D16.您(先生/太太)目前是否有工作？(從未工作過者，請跳問 E﹑家庭價值與態度)         □

13                                 

□(1)有(跳問第 D19a 題)    □(2)沒有 

 

 

 

 

 

 

 

 

 

 

 

 

 

 

 

 

 

 

 

 

D19b.您(先生/太太)為誰工作？(回答(02)-(05)之一者，續問下一題；否則跳問第 D21 題)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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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至 D20 題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97)其他                                 至 D21 題  

   

第 10 頁 D1 題回答(05)離婚(06)喪偶，請跳問至 E、家庭價值與態度 

接下來，我們想請問您有關您配偶的工作情形。 

D19a. 您(先生/太太)這份工作是在                  

公司/單位，從事              工作，

詳細職業名稱是：                   

行業 16□□□18  職業 19□□□□22 

 
(訪員：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

表登錄職業類別） 

 

D17.請問您(先生/太太)在今年內曾有過工作嗎？          

  □(1)有(跳問 D19a 題)  □(2)沒有      □14                   

 

D18.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今年沒有工作的 

原因是什麼？                     □15                                      

□(1)料理家務 

□(2)殘障或身體狀況不佳 

□(3)已退休 

□(4)參加專長轉換、加強訓練或進修 

□(5)裁員或公司倒閉 

□(7)其他                       

□(0)不適用 

 

 

 

 

 

□  

 

         

         

跳答第 D25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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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您(先生/太太)在去年(2002，民國 91 年)是否有工作？                             □42 

□(1)有   □(2)沒有(跳問第 D30 題 )  

 

D26.您(先生/太太)去年做最久的工作是否就是目前的這份工作？                        □43 

□(1)是(跳問第 D29 題)   □(2)否 

 

D27.在去年之中，您(先生/太太)那份工作平均每週工作幾個小時？   小時         44□□□46 

 

D28.您(先生/太太)去年那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元  47□□□□□□□53 

  

D29.在去年農曆年前（民國 91 年 2 月），您(先生/太太)那份工作一共領到多少年終獎金？        

▁▁▁▁▁▁元(若領到股票或禮品，請大概折算為金額)            54□□□□□□□60 

  

D30. 請問您（先生／太太）目前有在找工作嗎？                     61□ 62□□63 64□□65                                                   

     □(1)有，已找了      月又        週        □(2)沒有 

 

D31.您（先生／太太）目前是否與您一起住？                                         □66           

□(1)是     □(2)否                  
         

 
 
 
 
 
 
 
 
 
 
 

D20.您(先生/太太)工作的公司約有多少位員

工？                       25□□26 

□(01) 少於 3人 □(02) 4-9人  

□(03) 10-29人 □(04) 30-49人       

□(05) 50-99人 □(06) 100-199人           

□(07) 200-499人 □(08)500人以上  

 

D21.您(先生/太太)目前工作地點是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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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28□□□30 

          

D22.在最近這段時間，您(先生/太太)這個工作平均每週工作幾個小時？      小時   31□□32 

D23.您(先生/太太)這個工作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大約有多少？          元 33□□□□□□□39 

D24.您(先生/太太)目前這份工作是自民國       年開始做的？                   40□□41 

請訪員判斷：若受訪者配偶目前這份工作未達一年者續問 D25 題，超過者跳問第 D29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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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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出示卡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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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孝道觀念         

不重要            絕對重要      卡9 1□□2 

E1a. 對父母的養育之恩心存感激             1     2     3     4     5                 □3 

E1b. 無論父母對你如何不好，仍然善待他們   1     2     3     4     5                 □4 

E1c. 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父母的心願       1     2     3     4     5                 □5 

E1d. 兒子結婚後和父母住在一起             1     2     3     4     5                 □6 

E1e. 奉養父母使他們生活更為舒適           1     2     3     4     5                 □7 

E1f. 為了顧及父母的面子，為他們說些好話   1     2     3     4     5                 □8 

E1g. 為了傳宗接代，至少生一個兒子         1     2     3     4     5                 □9 

E1h. 做些讓家族感到光彩的事               1     2     3     4     5                 □10 

E1i. 女兒結婚後常回娘家探望父母           1     2     3     4     5                 □11 

 

 

 

E2. 家庭觀念                 

不重要     絕對重要 

E2a. 結婚成家                             1     2     3     4     5                 □12 

E2b. 儘量維持住一個婚姻                   1     2     3     4     5                 □13 

E2c. 教導子女（兒童教養主要是家庭的責任） 1     2     3     4     5                 □14 

E2d. 家人感情好                           1     2     3     4     5                 □15 

E2e. 為了子女，無論如何不應該離婚 1     2     3     4     5                 □16 

E2f. 家庭能幫助個人成長                   1     2     3     4     5                 □17 

E2g. 賺足夠的錢養家                       1     2     3     4     5                 □18 

E2h. 有困難時有家人能出面幫忙             1     2     3     4     5                 □19 

E2i. 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 1     2     3     4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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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親屬資料 
 

             在這一部份，我們想要請教您一些有關您的親屬(包括父母親、兄弟姐妹與 

  配偶父母親)的基本資料、生活互動狀況。首先，請由您的父親開始談起。 

 

 

               親 屬  

資 料  

卡 10 1□□2 卡 11 1□□2 卡 12 1□□2 卡 13 1□□2  

父親 母親 配偶父親 配偶母親 

F1.出生年次：民國____年
a
 3□□□5 3□□□5 3□□□5 3□□□5 

F2.是那裡人(1)原住民(2)台灣閩南 

  人(3)台灣客家人(4)外省人(7)其 

  他（請說明）                

□6 □6 □6 □6 

F3.教育程度
b 7□□8 7□□8 7□□8 7□□8 

F4.從事最久之職業名稱 

   詳細職業編碼
c
 

   從業身份
d
 

             

9□□□□12
 

13□□14 

             

9□□□□12
 

13□□14 

             

9□□□□12
 

13□□14 

             

9□□□□12
 

13□□14 

F5.是否健在： 

(1)是 (2)否（F6-F10 跳答）      

  哪一年去世：民國____年       

    □15 

16□□17 

    □15 

16□□17 

    □15 

16□□17 

    □15 

16□□17 

F6.目前是否與您同住：(1)是(2)否 □18 □18 □18 □18 

F7.若未 

   同住 

 其目前的居住安排
e
 19□□20 19□□20 19□□20 19□□20 

  

其居住地區
f
 

              

21□□□23 

              

21□□□23 

              

21□□□23 

               

21□□□23 

 住處與您的距離多遠？
g
 24□□25 

 

24□□25 24□□25 24□□25 

F8.若不是與您同住，你們之間去年的 

   聯絡狀況：每月打電話次數？
h
 

            每年見面次數？
i     

 

26□□27 

28□□29 

 

26□□27 

28□□29 

 

26□□27 

28□□29 

 

26□□27 

28□□29 

F9.去年之中，他/她有無幫您帶小 

   孩？
j 

  若有，請問平均一個月幾天？ 

 

30□□31天 

 

30□□31天 

 

30□□31天 

 

30□□31天 

F10.去年之中，他/她有無幫您做家 

   事？
k
 

   若有，請問平均一個月幾天？ 

 

32□□33天 

 

32□□33天 

 

32□□33天 

 

32□□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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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填表說明 

a出生年次：民國 45年記為+45，民國前 3年記為-03 

b教育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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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不適用 

c職業編碼：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d從業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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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 

e居住安排：(01)與其他兒子、媳婦住在一起  (02)與其他女兒、女婿住在一起 (03)與兒女輪住 

(04)與未婚（單身）子女住      (05)只與配偶住               (06)與父母住   

(07)獨自居住                  (08)住安、療養院             (97)其他＿＿＿＿

(00)不適用 

f居住地區：請參照訪員手冊附錄三 

g住處與您距離多遠：(01)住隔壁或住同棟的公寓或大樓   (02)不同棟，但走路在十分鐘以內 

(03)車程在三十分鐘以內           (04)車程在三十到六十分鐘 

(05) 車程一～二小時              (06)車程在二小時以上 

(07)國外 

h每月打電話次數：(01)幾乎每天        (02)每週一、二次     (03)每月一至三次 

(04)每月不到一次    (05)幾乎不通電話 

i每年見面次數：(01)幾乎每天見面        (02)每週見面一、二次  (03)每月見面一至三次 

(04)二、三個月見面一次  (05)每年一、二次      (06)幾乎不碰面 

j父母幫受訪者帶小孩平均天數/月：若無填 00，若有填天數 

k父母幫受訪者做家事平均天數/月：若無填 00，若有填天數 

 

F11.請問您總共有幾個兄弟姊妹？ 共        人                                       34□□35 

                兄       人     弟       人                              36□□37 38□□39 

                姊       人     妹       人                              40□□41 42□□43 

 

F12.請問您的配偶總共有幾個兄弟姊妹？ 共        人                                 44□□45   

兄       人     弟       人                              46□□47 48□□49   

姊       人     妹       人                              50□□51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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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14 1□□2   卡 15 1□□2  卡 16 1□□2   卡 17 1□□2   卡 18 1□□2 

親 屬  

 資 料 

健在的兄弟姐妹 (按長幼次序)
a
 

1 2 3 4 5 

F13.性別：(1)男 (2)女  □3 □3 □3 □3 □3 

F14.排行
b
 4□□5 4□□5 4□□5 4□□5 4□□5 

F15.出生年次： 

   民國___年
c
 

6□□□8 6□□□8 6□□□8 6□□□8 6□□□8 

F16.是否與父母同住： 

(1)是(2)否 

□9 □9 □9 □9 □9 

F17.是否與您同住： 

(1)是(2)否 

□10 □10 □10 □10 □10 

F18.居住地區
d
              

11□□□13 

             

11□□□13 

             

11□□□13 

             

11□□□13 

             

11□□□13 

F19.是否結婚： 

   (1)是(2)否 

□14 □14 □14 □14 □14 

F20.教育程度
e
 15□□16 15□□16 15□□16 15□□16 15□□16 

F21.從事最久之職業名稱 

   詳細職業編碼
f
 

   從業身份
g
 

              

17□□□□20 

21□□22 

              

17□□□□20 

21□□22 

               

17□□□□20 

21□□22 

              

17□□□□20 

21□□22 

               

17□□□□20 

21□□22 

F22.主要聯絡方式
h
 □23 □23 □23 □23 □23 

F23.平均每月聯絡次數
i
 24□□25 24□□25 24□□25 24□□25 24□□25 

註：填表說明    

a兄弟姐妹若超過五人，以最年長之五人記錄。 

b排行：指所有兄弟姊妹之長幼次序 

c出生年次：民國 45年記為+45，民國前 3年記為-03 

d居住地區：請參照訪員手冊附錄三 

e教育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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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不適用 

f詳細職業編碼：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g從業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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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 

h主要聯絡方式：(1)見面          (2)電話          (3)通信（含 e-mail） 

i平均每月聯絡次數：若 F22選見面，則填天數。選其他的聯絡方式，則填次數，若無則填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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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居住安排 
 

G1. 請問您最近一次搬家是民國        年？ （從未搬家者，跳問 G3）               26□□27 

 

G2. 您最近一次搬家的主要原因是什麼？（若受訪者無法提出清楚的答案，請唸出答項供受訪者選擇） 

□(01)新婚，另覓居處                       □(02)因經濟環境改變另覓新居      28□□29 

□(03)自己換工作或換工作地點               □(04)配偶換工作或換工作地點 

□(05)為了子女就學的方便                   □(06)為了就近照顧父母 

□(07)與父母公婆或原同住親戚相處偶有摩擦   □(08)為了自己就學 

□(09)跟著父母搬家                         □(10)為了托兒的方便 

□(97)其他                 

 

G3. 接下來請問您現在住宅的狀況： 

 

G3a. 房子是誰的：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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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子女所有    

       □(09)子女配偶所有              □(97)其他（請說明）             

（回答(02)、(03)、(04)者續問 G3b 題，其餘請跳問第 G3c 題） 

 

G3b. 租金每月多少？          元                                 32□□□□□□37 

 

G3c. 房屋建坪多大？          坪，庭院         坪         38□□□40 41□□□43  

 

G3d. 房間數多少？        房        廳        衛浴             44□□45 46□□47 48□□49 

 

G3e. 目前有無房屋貸款？□(1)有  □(2)無                                        □50 

 

G3f. 居住約幾年？       年                      51□□52 

 

G3g. 住宅的型式是？(訪員可自行觀察,填記) 

 □(1)獨院式或雙併式別墅   □(2)連棟透天式   □(3)５樓以下公寓                   □53 

     □(4)６樓以上的大樓       □(5)傳統農村式   □(7)其他（請說明）              

（回答者(3).(4)請續問 G3h 題，其餘請跳問第 G4 題） 

 

G3h. 住宅在第幾層樓？住在第       樓                   54□□55 

 

G4.請問您現在的住宅有沒有做其他用途？（唸出答項）                                 56□□57 

□(01)商店         □(02)工廠           □(03)辦公室       □(04)餐飲店 

□(05)娛樂場所     □(06)沒有           □(97)其他（請說明）         _ _••••     

 

G5.請問您有沒有打算在兩年之內搬家？    □(1)有      □(2)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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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請問您目前與哪些人同住？                                                卡 19 1□□2 

  

(01)父親            3□□4 人 (02)母親            5□□6 人 (03)受訪者配偶     7□□8 人 

(04)配偶父親        9□□10人 (05)配偶母親       11□□12人 (06)已婚兒子      13□□14人 

(07)已婚女兒       15□□16人 (08)未婚兒子       17□□18人 (09)未婚女兒      19□□20人 

(10)兒子配偶       21□□22人 (11)女兒配偶       23□□24人 (12)已婚兄弟      25□□26人 

(13)已婚姊妹       27□□28人 (14)未婚兄弟       29□□30人 (15)未婚姊妹      31□□32人 

(16)兄弟的配偶     33□□34人 (17)姊妹的配偶     35□□36人 (18)配偶已婚兄弟  37□□38人 

(19)配偶已婚姊妹   39□□40人 (20)配偶未婚兄弟   41□□42人 (21)配偶未婚姊妹  43□□44人 

(22)祖父           45□□46人        (23)祖母           47□□48人 (24)外祖父        49□□50人 

(25)外祖母         51□□52人 (26)配偶祖父       53□□54人 (27)配偶祖母      55□□56人 

(28)配偶外祖父     57□□58人 (29)配偶外祖母     59□□60人 (30)孫子女        61□□62人 

(31)外孫子女       63□□64人 (32) 其他親屬      65□□66人 (33)非親屬        67□□68人        

  
H﹑家庭決策與支出  
(若受訪者沒有配偶可免答有關配偶的題目，即有◆符號的選項或題目可跳答) 
 

H1.請問您，下面這些事在您家中是誰的意見最重要？ （請打  ）                   卡 20 1□□2 
 (1)自己 ◆(2)配偶 ◆(3)夫妻共同決定 (4)自己父母 ◆(5)配偶父母  

H1a.家用支出的分配      □3 

H1b.儲蓄投資保險等      □4 

H1c.買房子和搬家的事情      □5 

H1d.子女管教問題      □6 

H1e.買高價格消費品(例如

冷氣、電視、成套家俱) 

     □7 

 

H2a.請問您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作家務工作？         小時                8□□□10 

 

◆H2b.請問您的配偶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作家務工作？         小時              11□□□13 

 

H3a.請問您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陪子女唸書或教導子女唸書？          小時        14□□□16        

 

◆H3b.請問您的配偶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陪子女唸書或教導子女唸書？          小時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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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a.b 請問您或您的配偶過去一年來，有沒有接受您（**）在（***費用）上的資助或貸款？ 
   c.d.e請問您或您的配偶過去十年來，有沒有接受您（**）在（***資金調度）上的資助或貸款？ 

（『有，但要算利息』請填１；『有，但不要算利息』請填2；『沒有』請填3） 

 過去一年 過去十年 

 H4a. 

子女教

育費用 

H4b.一般生活費 

平均每個月大約 

H4c.

事業 

資金

調度 

H4d.

購屋 

資金

調度 

H4e. 

其他項目： 

請說明 

H4f： c.d.e三項 

總計大約 

父母 □20 □21 22□□□□□□27元  □28 □29 □30            31□□□□□□□□38元 

◆配偶父母 □39 □40 41□□□□□□46元  □47 □48 □49             50□□□□□□□□57元 

兄弟姊妹   □58 □59 □60             61□□□□□□□□68元 

◆配偶之兄

弟姊妹 

  □69 □70 □71             72□□□□□□□□79元 

 

H5.a.請問您過去一年來，有沒有在（**費用）給您的（***）資助或貸款？ 
   b.c.d請問您過去十年來，有沒有在（**資金調度）上給您的（***）資助或貸款？ 

   （『有，但要算利息』請填１；『有，但不要算利息』請填2；『沒有』請填3）  卡21 1□□2 

 過去一年 過去十年 

 H5a.零用金生活費或節慶紅

包,平均每個月大約 

H5b.事業 

資金 

  調度 

H5c.購屋 

資金 

調度 

H5d. 

其他項目: 

請說明 

H5e： b.c.d三項 

總計大約 

父母 □3    4□□□□□□9  元 □10 □11 □12         13□□□□□□□□20元 

◆配偶父母 □21 22□□□□□□27 元 □28 □29 □30         31□□□□□□□□38元 

兄弟姊妹   □39 □40 □41         42□□□□□□□□49元 

◆配偶之兄

弟姊妹 

 □50 □51 □52         53□□□□□□□□60元 

◆子女家庭 □61 62□□□□□□67 元 □68 □69 □70         71□□□□□□□□78元 

 

H6.在過去一年裡，您家中每個月的平均支出情況大約是？                            卡 22 1□□

2 
 

H6a.房屋貸款支出平均每月              元                              3□□□□□□□9 

 

H6b.標會支出平均每月              元                  10□□□□□□15 

 

H6c.保母或幫傭支出平均每月              元             16□□□□□□21 

 

H6d.飲食支出(包括家中飲食與外出飲食)                  元                 22□□□□□□27  

 

H6e.在其他費用方面，下列哪一項所佔的支出最多?（請勾選一項）                          □28    

   □(1)教育費用，上個學年總計約              元                      29□□□□□□□35 

   □(2)醫療費用，去年總計約              元 



 23 

   □(3)旅遊，去年總計約              元 

 

H7.您家中每年的人壽或商業醫療保險平均              元        36□□□□□□□42 

 

H8.您的父母是否曾經將土地、房屋、財產等家產分給子女？                         □43 
□(1)已全部分完    □(2)已分一部份      □(3)尚未分產      □(4)沒有家產可分 

 （回答 (3) 或 (4) 者跳問第 H10 題） 

 

H9.您的父母是怎麼將家產分給您們子女的？（請唸出答項供受訪者選擇）        44□□45 
□(01)只有兒子分，且由兒子均分(含獨生子之情況) 

□(02)只有兒子分，但不均分，分得較多的是排行第       的兒子                    46□□47 

□(03)只有女兒分，且由女兒均分(含獨生女之情況) 

□(04)只有女兒分，但不均分，分得較多的是排行第       的女兒 

□(05)子女平均分產 

 □(06)子女皆分到，但不平均---兒子多，女兒少 

 □(97)其他，請說明                

 

 

H10.您平日常用的交通工具：(可複選，最多可選二項) 

□(01)走路  □(02)公車  □(03)捷運    □(04)計程車               48□□49 

□(05)機車     □(06)自用汽車 □(07)腳踏車    □(08)火車                 50□□51 

□(97)其他（請說明）              

 
I﹑子女教養 
 

           最後，我們想請問您一些有關子女教養的問題，若受訪者沒有子女，請跳問 J.家庭關係與和諧  
 

I1. 請問您一共有幾個小孩？ 共        人                                           52□□53                 

(a)兒子有幾個？兒子       人                                                  54□□55 

(b)女兒有幾個？女兒       人                                                  56□□57 

 

I2. 健在子女的基本資料(請按出生排行依次回答):                                  卡23 1□□2 

  1.性別 2.出生年次

（以民國為

主） 

 3.排行 4.教育

程度* 

5.學校類別 6.是否畢業 7.是否同住 8.滿3歲

前，主要由

誰照顧** 

I2a.男1/女2 □3 4□□5 年  6□□ 7  8□□9 公1/私2 □10 是1/否2 □11 是1/否2 □12 13□□14 

I2b.男1/女2 □15 16□□17 年 18□□19 20□□21 公1/私2 □22 是1/否2 □23 是1/否2 □24 25□□26 

I2c.男1/女2 □27 28□□29 年 30□□31 32□□33 公1/私2 □34 是1/否2 □35 是1/否2 □36 37□□38 

I2d.男1/女2 □39 40□□41 年 42□□43 44□□45 公1/私2 □46 是1/否2 □47 是1/否2 □48 49□□50 

I2e.男1/女2 □51   52□□53 年 54□□55   56□□57   公1/私2 □58   是1/否2 □59   是1/否2 □60   61□□62 

I2f.男1/女2 □63   64□□65 年 66□□67  68□□69 公1/私2 □70   是1/否2 □71   是1/否2 □72   73□□74 

           填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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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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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或獨立學院            (14)碩士        (15)博士             (97)其他＿＿＿  (00)不適用 

        **滿 3歲前，主要由誰照顧 

(01)您自己   (02)您的配偶   (03)您的父母   (04)配偶父母   (05)其他親屬  (06)保姆或僱傭(在自己家)    

(07)保姆(在保姆家)          (08)育嬰中心或其他的托兒機構  (97)其他，請說明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有 20 歲以上成年而未同住之子女，續問 I3a，若無則跳答 I3b 

 

I3a.                  卡 24 1□□2  卡 25 1□□2    

        不同住子女  

資 料  

 填表說明： 

**  (01)住隔壁或住同棟的公寓或大樓      

(02)不同棟，但走路在十分鐘以內 

(03)車程在三十分鐘以內  

(04)車程在三十～六十分鐘   

(05)車程在一～二小時                

(06)車程在二小時以上            

        (07)國外 

 排行  □3  □3 

 其居住地區  

4□□□6 

 

4□□□6 

*** 不同住者： 

(01)幾乎每天     (02)每週一、二次        

(03)每月一至三次 (04)每月不到一次        

(05)幾乎不通電話 

住處與您的距離多 

遠？** 

7□□8 7□□8 

你們之間去年的聯絡

狀況： 

每月打電話次數？*** 

每年見面次數？**** 

 

 

9□□10 

11□□12 

 

 

9□□10 

11□□12 

**** 不同住者：  

(01)幾乎每天見面     (02)每週見面一、二次    

(03)每月見面一至三次 (04)二、三個月見面一次  

(05)每年一、二次     (06)幾乎不碰面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有已婚同住之子女，續問 I3b，若無已婚子女則跳答 I4 

  

I3b.你或你的配偶現在有沒有幫家人料理一些家務、買東西、做飯或看小孩？                 □13 

     □(1)有      □(2)沒有 

 

I4. 請問您或您的配偶有沒有為了子女的教育問題而做過下列的事情？                  

有  沒有  不適用 

(a)為了安排子女上更好的學校而遷移戶籍   □1  □2  □0           □14 

(b)為了子女的學業問題而搬到其他城鎮    □1  □2  □0       □15 

(c)安排子女出國唸書        □1  □2  □0       □16 

(d)為子女準備一筆教育基金供他們讀書用   □1  □2  □0       □17 

(e)為了子女的教育問題而辭去工作     □1  □2  □0       □18 

  (f)參與子女學校的活動(例如參加家長會)          □1  □2  □0       □19 

(g)到子女的老師家拜訪              □1  □2  □0       □20 

 

I5. 請問您有沒有任何一位子女在求學期間做過下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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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沒有     不適用  

(a)打工賺零用錢        □1  □2        □0                □21 

    (b)打工賺自己或家庭生活費         □1  □2        □0                □22 

    (c)在家庭事業幫忙           □1  □2        □0                □23 

    (d)因為家庭經濟的困難，而無法繼續升學   □1  □2        □0                □24 

    (e)領取獎助學金        □1  □2        □0                □25 

 

 

                                            
I6. 在去年之中，你對子女教育相關支出大約是多少？（按長幼次序）                卡26 1□□2 

I6a.第一個孩子是         □(1)男   □(2)女                                □3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4□□□□□□9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10□□□□□□15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16□□□□□□21

  

 

I6b.第二個孩子是         □(1)男   □(2)女                               □22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23□□□□□□28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29□□□□□□34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35□□□□□□40

  

 

I6c.第三個孩子是         □(1)男   □(2)女                               □41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42□□□□□□47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48□□□□□□53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54□□□□□□59

  

 

I6d.第四個孩子是         □(1)男   □(2)女                    卡 27 1□□2 □3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4□□□□□□9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10□□□□□□15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16□□□□□□21

  

 

I6e.第五個孩子是         □(1)男   □(2)女                               □22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23□□□□□□28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29□□□□□□34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35□□□□□□40

  

 

I6f.第六個孩子是         □(1)男   □(2)女                               □41 

(1)補習（含安親班）支出          元                                    42□□□□□□47 

(2)各種才藝班支出          元                                          48□□□□□□53 

(3)學校或幼稚園（含托兒所）學費支出          元                        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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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7. 請問您花在子女教育或其他學習費用上，約佔了家庭總開支的百分之幾？       卡 28   1□□2   

    □(01) 5%以下  □(02) 5%-10%  □(03) 10%-20%   □(04) 20%-30%         3□

□4 

    □(05) 30%-40% □(06) 40%以上 □(9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I8. 如果依目前台灣的教育機會來看的話，您認為像您們家這種環境長大的小孩，最少應該可以唸 

    到那一種教育程度呢？（唸出答項供受訪者選擇） 

 

I8a.兒子：□(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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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8b.女兒：□(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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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9.如果不考慮現實條件的話，在您的理想裏，您希望您的子女唸到那一種教育程度呢？（唸出答項 

  供受訪者選擇） 

 

I9a.兒子：□(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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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9b.女兒：□(01)義務教育 □(02)高中  □(03)高職  □(04)專科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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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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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害怕或難過時，我會想辦法幫助孩子          1   2   3   4   5              □13 

 (b)孩子做錯事情的時候，我會罵孩子或處罰孩子        1   2   3   4   5              □14 

 (c)我很關心孩子的事情                              1   2   3   4   5              □15 

 (d)我對孩子賞罰分明                                1   2   3   4   5              □16 

 (e)我尊重孩子的看法，並且鼓勵孩子把他們表達出來    1   2   3   4   5              □17 

 (f)我會定出一些規則來規範孩子的行為                1   2   3   4   5              □18 

 (g)孩子表現好的時候，我會稱讚孩子或獎勵孩子        1   2   3   4   5              □19 

 (h)我對孩子管教很嚴格                              1   2   3   4   5              □20 

 

I11. 您贊成以下的說法嗎？                  很不贊成       很贊成 

I11a.子女大學畢業要繼續深造的話，應該設法自己負擔生活費用  1   2   3   4   5     

□21 

I11b.只要自己能力夠，就應該幫助子女買棟房子      1   2   3   4   5     

□22 

I11c.父母應避免讓求學中的孩子去打工              1   2   3   4   5   

 □23 

 
J﹑家庭關係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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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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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很不好              感情很好    不適用       卡 29 1□□2           

J1a. 您與父親                 1     2     3     4     5          0                  □3 

J1b. 您與母親                 1     2     3     4     5          0                  □4 

J1c. 您與兄弟                 1     2     3     4     5          0                  □5 

J1d. 您與姐妹                 1     2     3     4     5          0                  □6 

J1e. 您與配偶                 1     2     3     4     5          0                  □7 

J1f. 您與兒子                 1     2     3     4     5          0                  □8 

J1g. 您與女兒                 1     2     3     4     5          0                  □9    

 

J2.家庭聚會活動： 

平時您是否會參加以下的家族聚會活動？ 

                              從未  偶爾  經常   不適用 

J2a. 掃墓或祭祖                  1     2     3      0                              □10 

J2b. 過年吃年夜飯                1     2     3      0                              □11 

J2c. 親戚結婚                    1     2     3      0                              □12 

J2d. 家人生日                    1     2     3      0                              □13 

 

J3.根據您過去的經驗和了解，如果遇到下面這些事情時，您的家人對您的影響力如何？ 

我們以 1至 5，五個數字表示影響力之大小，「1」為沒有影響力，「5」為非常有影響力。如： 

              沒有影響力                           非常有影響力    不適用 

                   1          2        3        4         5          0 

    
                      1父親     2母親   3兄弟  4姊妹 (兄弟姊妹是指最親的一位) 

 J3a. 求學、升學        □        □      □     □                          14□□□□17           

J3b. 婚姻決定          □        □      □     □                          18□□□□21 

 

J4.您的家人對於您下列這些事情的幫助重不重要？我們以 1至 5，五個數字表示重要之程度， 

   「1」代表不重要，「5」代表絕對重要。如： 

                      不重要            絕對重要     不適用 
                          1    2    3    4    5           0 

 

           1父親      2母親     3兄弟       4姊妹   

J4a.生病照料      □         □         □          □                     22□□□□25  

J4b.財務困難      □         □         □          □                     26□□□□29        

 

J5﹑您的兄弟姊妹對於「照料老病父母」的幫助重不重要？我們以 1至 5，五個數字表示重要之程度， 

    「1」代表不重要，「5」代表絕對重要。 

                   不重要             絕對重要      不適用 

J5a.兄弟              1    2    3    4    5           0                            □30 

J5b.姊妹              1    2    3    4    5           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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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員注意：正式訪題至此結束 

 

 

 

 

 

 

 

 

 

 

 

 

 

 

 

 

 

 

 

 

 

 

＊ 訪員注意：若受訪者未與父母同住，且其與父母同住的兄弟姊妹資料不在 F.親屬資料中，則請訪

員 

補問「與父母同住的兄弟姐妹」之資料。 

 

親 屬  

 資 料 

卡 30  1□□2  

 與父母同住的兄弟姐妹 

1.性別：(1)男 (2)女  □3 

2.出生年次：民國___年
a
 4□□□6 

3.是否結婚：(1)是(2)否 □7 

4.教育程度
b
 8□□9 

5.從事最久之職業名稱 

   詳細職業編碼
c 

   從業身份
d
  

                    

10□□□□13 

14□□15 

6.主要聯絡方式
e
 □16 

7.平均每月聯絡次數
f
 17□□18 

  

註：填表說明    

a出生年次：民國 45年記為+45，民國前 3年記為-03 

b教育程度：(01)無            (02)自修         (03)小學   (04)國中/初中 (05)初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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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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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不適用 

c詳細職業編碼：請根據訪員手冊之詳細職業分類表登錄職業類別 

d從業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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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4)為公營企業工作 

(05)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6)為政府機構工作 

(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08)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97)其他＿＿＿＿＿ 

e主要聯絡方式：(1)見面          (2)電話          (3)通信 

f平均每月聯絡次數：若 6.選見面，則填天數。選其他的聯絡方式，則填次數，若無則填 00 

 

8.訪問結束時間：       月     日      時       分    19□□20 21□□22 23□□24 25□□26 

  (訪員注意：記得追問第一頁第 4 及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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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