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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FD 問卷說明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是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華人家庭研

究計畫所建立，其目的乃是要瞭解台灣家庭狀況的變化，自西元 1999 年起進行第一次訪問，其

後每年以追蹤的方式進行面訪，並將訪問對象延伸至子女，而西元 2012 年起改為每兩年進行一

次調查訪問。 

訪問對象主要涵蓋三群受訪者：主樣本或超過 25 歲的子女樣本、新抽主樣本或年滿 25 歲的

子女樣本、16-24 歲的子女樣本，分別使用 RR 問卷、RI/RCI 問卷、C 問卷。由於三份問卷在個

人基本資料、工作情況、婚姻與配偶、居住安排、親屬資料、家庭決策與支出等題組的設計方面，

係以模組（module）的方式規劃，相同的模組在歷年問卷中變動不大。因此，本問卷說明將針對

三份問卷共有的模組先行說明，之後再針對三份問卷各自存在的題目，以及採不定期或定期方式

加掛的題組說明。所包含的內容，羅列如後： 

 

一、【共同】：個人基本資料 

二、【共同】：工作情況 

三、【共同】：婚姻與配偶 

四、【共同】：居住安排 

五、【共同】：親屬資料（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兄弟姊妹） 

六、【共同】：家庭決策與支出 

七、【RR問卷】 

八、【RCI問卷】 

 教育經驗 

 第一份全職工作 

 家庭關係與和諧 

九、【C問卷】 

十、【加掛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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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同】：個人基本資料 

 

請問您是不是民國（陽曆）______年______月出生？  

【說明】： 

1. 如果受訪者晚報戶口，請記錄受訪者實際的出生年月而非身份證上的出生年月。 

 

 

請問您最高的教育程度是什麼？ 

【說明】： 

1. 教育程度以實際學歷為最高教育程度，若是肄業仍視其為最高教育程度，如國中只讀一年沒讀

了，請點選 「(04)國 (初)中」；若受訪者學歷為「雙碩士」、「雙學士」，請以最後階段學歷

回答。 

2.  

學歷 包含範圍 

自修／識字 日據時代的夜間學校、私塾兩年制、識字但未曾就學 

小學 公私立小學、民教班及日據時代之公學校 

國 (初)中 公私立國中（初中）、日據時代高等科 

高中普通科 公私立高中普通科、日據時代和民國時期之師範學校 

高職 公私立高職及士官學校 

二專 公私立二專、二年制軍警專修班（專科班）、空中行專

及日本的短期大學 

三專 三年制軍警專修班（專科班）及日本的短期大學（三年

制） 

大學 日夜間部、獨立學院及空中大學及軍警官學校 

3. 在職進修如有文憑也算在最高學歷之內；若沒有文憑（例如：社區大學），則不算正式學

歷。 

4. 空大、空中行專等，視為正式學歷，比照上列之選項。 

5. 若「通過同等學歷鑑定」視為正式學歷，比照上列之選項處理。 

6. 若學校有改制，請記錄畢業當時的學校類別；如果受訪者於中國大陸或其他國家接受教育，

學歷以受訪者的認定為準。 

 

 

請問您有沒有當過兵？當兵指的是服義務役，做職業軍人不算。 

請問您所服的兵役類型是什麼？ 

【說明】： 

1. 當兵指的是服義務役，包括：一般義務役、研發替代役（國防役）、替代役和國民兵，職業

軍人不算是「當兵」。 

2. 若受訪者服義務役中途「簽下去」改服志願役，此情形視為一開始即服志願役（職業軍

人），因此請選「(2) 沒有」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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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工作情況 

 

請問您目前有工作嗎？ 

【說明】： 

1. 本計畫定義有工作，包含下列兩種情況： 

(1) 受訪者從事的活動是有收入的，即界定受訪者是有工作的。 

(2) 受訪者從事「無酬家屬工作」，而且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 小時以上。無酬

家屬是指：幫家中經營的事業或公司工作，沒有支領薪水，請視受訪者實際工作時數而定。 

2. 類似懷孕待產或是在職進修等留職停薪的情況，仍算是有工作，後續工作相關資訊請受訪者以

留職停薪前的情形回答。若受訪者目前工作在放無薪假或從事泥水工的受訪者，可能很長的時

間沒有上班；是否有工作由受訪者主觀認定回答。 

3. 「無酬家屬工作」視受訪者實際的工作時數認定其有/無工作： 

(1) 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或每天工作 3 小時以上視為有工作。 

(2) 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下，或每天工作 3 小時以下視為沒有工作。 

4. 受訪者若自認工作為投資股票（菜籃族、股票散戶），按計畫定義不算是有工作。 

 

 

請問您是在為誰工作？  

【說明】： 

1. 公司經營若由公營轉為民營（如：中華電信、彰化銀行、台灣中小企業銀行…等），請依目前

經營狀況「民營」，點選「(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相反地，如由民營轉為現行的

公營機構，則選「(04)為公營企業工作」。 

2. 公辦民營企業（如：公辦民營醫院、公辦民營幼兒園…等），應屬民營公司，請點選「(03)為

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3. 公營企業乃政府資本超過 50％，其主管機關為政府部門，應點選「(04)為公營企業工作」。 

主管機構 企業名稱 

中央機關（如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等） 台電公司、台灣中油公司、漢翔公司、台糖

公司、台水公司、中華郵政公司、台灣鐵路

管理局、台灣菸酒公司…等。 

地方政府（如台北市政府、金門縣政府等） 台北捷運公司、金門酒廠…等。 

4. 受訪者工作機構若為：社會福利機構、農會、基金會、私立學校、政黨、財團法人醫院或宗教

機構等，請點選「(07)為非營利機構工作」。 

5. 受訪者自稱為「出資股東」，請依公司有/無雇人，由「(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人」、 「(02) 

自己當老，而且有雇人」、「(09)和他人合夥，沒有雇人」，選擇適合的選項。 

6. 受訪者工作為「個人工作室」，請視其實際狀況有/無雇人，點選「(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

人」或「(02) 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人」。 

7. 佃農若「受雇於地主」，應點選「(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若「佃農付租金向地主

租農地耕種，所得屬於佃農」，應點選「(01)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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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受訪者自稱「打零工（無固定雇主）」，如：水泥工…等，請點選「(03)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

構工作」。 

9. 若受訪者屬於夫妻皆務農或共同經營事業（做生意）等情況，請依受訪者的主觀認知來點選適

當選項。 

受訪者主觀認定 
為誰工作 

受訪者本身 受訪者配偶 

自己是事業的主要負責人 (02) 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人 (05) 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8) 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配偶為事業的主要負責人 (05) 幫家裡工作，支領固定薪水  

(08) 幫家裡工作，沒有拿薪水 

(02) 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人 

自己和配偶在事業上佔有

一樣比重，且沒有雇人 

(09) 和他人合夥，沒有雇人。 

 

自己和配偶在事業上佔有

一樣比重，但有雇人 

(02) 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人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是？ 

【說明】： 

1. 受訪者服義務役（替代役）不記錄為有工作；但服志願役及國防役（研發替代役）的受訪

者，則視為有工作。 

2. 受訪者若同時替好幾家公司工作，請以工作時數較長，或收入較多的那一份工作為主，記錄

工作的相關資訊。  

 

 

您這份工作的公司約有多少位員工（包含受訪者本人）？ 

【說明】： 

1. 受訪者若在企業集團下的「公司」上班，請以其所屬獨立子公司之員工人數回答，如：「台

塑集團下的長庚醫院」、「長榮集團下的立榮航空公司」等。 

2. 加盟店請以店面本身的員工人數計算 ；連鎖直營店請以整個公司的員工人數計算。 

3. 若受訪者公司處於擴張或裁員狀態，或是工廠趕工會增加工作人數，致使工作人數不固定，

則估算其平均值。 

4. 受訪者若跟著工頭做事，則視工頭為其雇主，請受訪者估算工作人數的平均值；如果受訪者

是臨時工，但雇主時常變動，則點選「(97)其他」，並詳細將情況記錄在開放欄位中。 

 

 

平常您每天上下班總共需要多少交通時間？（以最常用的交通工具為主） 

【說明】： 

1. 請受訪者以平常上下班的情況估計；如果工作不固定，或工作地點不固定（例如：水泥

工），請記錄最近一個月的平均交通時間。 

2. 在國外工作的受訪者，請訪員記錄國外居住地到工作地點的交通時間。 

3. 受訪者若有兩個（或以上）的居住地及工作地，且每個地方居住的時間都差不多，無法判別



5 

 

以何者為主要的居住地（工作地）時，請選「(3)需要交通時間，但交通時間不固定」。 

4. 不論是貨車司機或是計程車司機，如果需要到固定的地點去開車，請訪員記錄由家中到開車

地點的來回交通時間。如果車就停在住家附近但地點不固定，請訪員選「(2)需要交通時

間」，並記錄前一個月的平均交通時間；如果受訪者沒辦法估算平均交通時間，則請點選

「(3)需要交通時間，但交通時間不固定」。 

 

 

您這份工作平均每個月的總收入（如：薪資、紅利、加班費、年終獎金、執行業務收入、自營

收入等，不包含兼差收入）有多少？____________元 

【說明】： 

1. 若受訪者之工作收入有淡季、旺季之分，請記錄平均值。留職停薪、無薪假的情形，請記錄

留職停薪及放無薪假之前的收入。 

2. 若受訪者經營生意，沒有賺到錢，呈現虧損的狀態；或是農人種田而遇到休耕，沒有其他的

收入來源，請點選「9999991 虧損或打平」。 

 

 

您這份工作收入是用什麼方式領的？（可多選） 

【說明】： 

1. 農產品販賣收入及營業收入等請記錄在「(6)其他方式」，2018 年起之調查則歸入選項「(6)營

業（收成）收入」。 

2. 農夫休耕的情況請訪員選「(6)其他方式」，並註明「休耕，無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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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請受訪者自行判斷正常情況下工作時間的長短，不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以此類推；若受訪者

之工時有淡季，旺季之分，則以平均數作為記錄依據。 

2. 如果受訪者在正常的情況下仍常加班，請將加班時數計算在內。如果偶爾加班，則不算在

內。 

3. 若工作原本就不固定的情況，請以最近一個月的工作狀況記錄。 

4. 若受訪者目前為留職停薪或放無薪假，請記錄留職停薪前的工時。 

 

 

您目前的這份工作最主要是以何種方式找到的？ 

【說明】： 

1. 若受訪者經由網路（如：104、1111 等網站）找到工作，請追問：若是看到網路上的徵才啟事

自行應徵，點選「(06)依求才廣告自行應徵」；如在求職網站中刊登個人履歷而找到工作，則

點選「(03)自我推薦」。 

 

 

請問您是否自願離開原來的(上一次訪問時的)工作？ 

【說明】： 

1. 如果受訪者是因為『合約到期』而無法繼續工作，請受訪者主觀認定自己是自願或非自願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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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自願離開原來的(上一次訪問時的)主要原因是什麼？ 

【說明】： 

1. 若受訪者回答：『這段期間換過好幾個工作』，請以上一次訪問時的那份工作為主。 

 

 

除了目前的這份工作之外，您還有其他有收入的兼差嗎？ 

【說明】： 

1. 兼差工作指的是有收入的工作，因此無酬的兼差並不算在內，例如：假日幫家裡顧店且不支薪，

即不算是兼差工作。 

 

 

請問您目前的兼差工作是？ 

這份兼差平均每個月的總收入大約有多少？ ___________元 

在正常的情形下，您這份兼差平均每週大約工作幾個小時？_________小時 

【說明】： 

1. 若受訪者一整年都在兼差（不同性質工作），請記錄受訪者目前的兼差工作。 

2. 若手邊同時有多個兼差且工作性質相同（例如：網頁設計接案），請詳細確認其行職業資訊即

可，月收入和工時則分別取其平均值；若有多個兼差但工作性質不同，則行職業以最主要的兼

差工作做記錄，月收入和工時亦是，並補充說明之。 

 

 

請問您目前沒有工作，是屬於下列哪一種情況？（請訪員唸出選項） 

【說明】： 

1. 請確認受訪者是否有在找工作或者有找工作的意願，有工作意願或目前暫停（尚未開始）工作，

請在選項 (01)～(04) 間點選適合的答案；若受訪者沒有在找工作的行動，也沒有想要找工作

的意思，則選「(05)沒找工作，也不打算找工作」，並續問下題瞭解受訪者不想找工作的原因。 

 

 

請問您目前不打算找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說明】： 

1. 受訪者若回答想休息一陣子，並非因生病等因素，就是單純的不想工作，請選「(94)其他」，

並說明。 
 

 

請問您過去這一個月之內有沒有在找工作或準備開始創業（不含兼差）？ 

【說明】： 

1. 找工作是指有實際有找工作的行為；如果受訪者只有找工作的想法，但沒有實際行動，或表示

若自己沒在找工作，但父母幫他找好工作，仍不視為有在找工作；但若受訪者有妥託父母幫他

找工作，則可點選「(1)有」。 

2. 若受訪者農務（打零工），等待別人找他去工作，如此受訪者處於被動，並沒有主動、積極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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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行動，因此應點選「(2)沒有」；如果受訪者會向他人主動表達工作意願，就可點選「(1)

有」。 

 

 

我們想知道除了正式學校教育之外，在 XXX 年 1 月到 XXX 年 12 月間您有沒有為了工作發

展，接受語言、電腦或其他專長之訓練或進修課程？ 

【說明】： 

1. 若受訪者參加勞工局所辦的職訓課程，主要為領取補助薪資，次要是學新技術謀生，即可視為

參加訓練或進修課程。 

2. 若參加空中大學所辦的學習技術類型課程，而非進修學位的課程，亦可視為「(1)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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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婚姻與配偶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同居人？ 

【說明】： 

1. 同居人的定義為：有親密關係的伴侶，生活在一起，但沒有婚姻關係。 

2. 有「同居」對象的受訪者，在本調查即視同『有配偶』之狀態，必需回答問卷中有關配偶與配

偶父母等問題。 

 

 

請問從上次訪問您以來，您個人的同居對象有沒有改變？ 

【說明】： 

1. 若受訪者前一次訪問時沒有同居人，但目前有同居人，亦屬於「有改變」的情形。 

 

 

請問剛結婚時，您們住在哪裡？ 

【說明】： 

1. 居住時間的計算，請從結婚那年開始計算，直到搬遷（居住地點改變）為止，而非計算實際居

住的期間；若未滿 1 年，請鍵入 1 年；如受訪者回答 3 年 2 個月，則鍵入 4 年。 

2. 只要與父親或母親之一同住，就算「(01)住父母家」；選項「(02)住（岳父母/公婆）家」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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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居住安排 
 

請問您在未來有沒有移民到台灣以外地區的打算？ 

【說明】： 

1. 台灣涵蓋台、澎、金、馬、綠島、蘭嶼等地。 

2. 受訪者只要「有打算」就可點選「(1)有」。 

 

 

您有沒有以下的親人定居在台灣以外地區？  

【說明】： 

1. 「定居」係指：長期居住生活在台灣以外地區，但以受訪者主觀認定為主。 

 

 

請問您在上一次訪問（ XX 年 XX 月）之後，是否有搬遷（搬住的地方）過？ 

【說明】： 

1. 只要搬離原來所居住的地方，就算搬家；例如：因結婚、工作、求學、當兵、退伍…等原因而

搬遷住所。 

2. 受訪者若每年來台北住一兩個月或是輪住子女家，或者受訪者因工作關係台北／台中兩地分住，

視之為常態不算有搬遷。 

 

 

房子是誰的： 

【說明】： 

1. 以受訪者主觀認定為主（即使違章建築亦可包含在內）。若受訪者回答房子是與手足共同持有

或祖厝…等，請點選(94)其他，並在開放記錄說明。 

 

 

房屋建坪多大？ 

房間數多少？ 

【說明】： 

1. 題目所指的是實際居住能使用到的坪數（含加蓋、違建、陽台）/房間數/客廳數/衛浴數，若受

訪者住公司宿舍(1 房 1 衛)，1 戶由 5 人分租，計有 1 廳 5 房 5 衛浴，請受訪者估算自己能夠

使用的部分。 

2. 衛浴包含全套衛浴及半套衛浴。 

 

 

就您所知，您目前所居住的房子一坪多少元？ ________元（租屋者也需回答） 

【說明】： 

1. 請回答市價而非公告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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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現在的住宅有無做為住家以外的用途？（請唸出答項） 

【說明】： 

1. 一般機車行屬「營業場所」。若多以機車修理、保養為主，機車銷售為輔，如此請點選「(06)

其他營業場所」，並註明「機車行修理為主」；倘若機車行以販賣機車為主，則選「(01)商店」。 

 

 

去年（XXX 年）與您同住的（不含受訪者本人），一共有多少人？______人 

這些同住的人包括： 

【說明】： 

1. 「同住」定義即：凡一年內平均每週住在一起的時間超過一半者，視為同住。求學在外的學生、

服役的軍人以及工作在外者，若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住在一起（一年有半年以上、一個月有半

個月以上或一週超過四天同住在一起），即視為同住。 

2. 住宿舍的受訪者，請記錄與受訪者同一間寢室的同住者。在外租屋的受訪者以受訪者本身的認

定為主。若受訪者認為僅自己一人居住，請註明獨居；如果受訪者認為自己與他人同住，請訪

員記錄同住人數。 

3. 若受訪者輪住 2 位子女，居住期間各半年，則以訪問當時與受訪者同住的子女家庭作為紀錄對

象；若輪住 3 名以上子女家，則以居住期間較長的子女家庭作為記錄，若每個子女輪住的時間

都一樣，則以訪問當時與受訪者同住的子女家庭紀錄之。 

 

 

請問上一次訪問（ XX 年 XX 月）之後您有沒有新的工作機會或工作變動的機會？ 

【說明】： 

1. 有新的工作機會是指新工作已應徵上，對方願意提供工作機會，〝去或不去〞由受訪者決定的

情況為準；僅有訊息但沒有去試，或是去應徵了但沒有成功，都不算是有新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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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同】：親屬資料（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兄弟姊妹） 

 

請問您目前有幾個小孩？______個小孩 

【說明】： 

1. 請訪員記錄目前「健在的」小孩人數，已過世者不算在內。 

2. 未出生（懷孕中）的子女不列入計算中。 

 

 

資料 健在子女之一（依長幼次序，由最長的開始問） 

排行 □□ 

民國出生年月 ______年______月 

【說明】： 

1. 此處子女是指「健在子女」，請由長而幼依序記錄前 6 人。 

 

 

資料 健在子女之一（依長幼次序，由最長的開始問） 

目前由誰照顧？ 

（可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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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最主要的照顧者？（上題選 2 個或 2 個以上答案者作答）_____________ 

【說明】： 

1. 若受訪者回答自己和配偶照顧子女的時間一樣多，問到最主要的照顧者請點選「(94)其他」，

並說明之。 

 

 

資料 健在子女之一（依長幼次序，由最長的開始問） 

教育狀況 

(01) 無／不識字 

(02) 自修／識字 

(16) 幼兒園  

(03) 小學 

(04) 國（初）中 

(05) 高中普通科 

(06) 高中職業科 

(07) 高職普通科 

(08) 高職職業科 

(09) 五專 

(10) 二專 

(11) 三專 

(12) 科技大學或技術學院 

(13) 大學或獨立學院 

(14) 碩士 

(15) 博士 

(9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說明】： 

1. 若受訪者有學齡前子女，可能的情況如下： 

(1) 若子女現由(祖)父/母、保姆...等專人照顧，請點選「(1)無／不識字」； 

(2) 若子女年齡在2歲以內，平時由機構照顧（如：托嬰中心），也請點選「(1)無／不識

字」； 

(3) 若子女年齡在 2 歲以上，平時送幼兒園上學，即點選「(16)幼兒園」。 

2. 「(02) 自修／識字」指已達就學年齡以上，但未接受正式教育，以自修方式學習的情形。 

 

 

資料 健在子女之一（依長幼次序，由最長的開始問） 

目前有沒有工作？ (1) 有全職工作  (2) 有部分工時工作  (3) 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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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只有從事有收入的工作，就算是問卷定義的工作；另外，若屬無酬家屬，只要每週工作 15 小

時以上，也算是有工作。 

 

 

資料 健在子女之一（依長幼次序，由最長的開始問） 

目前住處與您的距離多遠？ 

(08) 同住 

(02) 不同棟，但走路在 10 分鐘以內 

(04) 車程在 31～60 分鐘（含 60 分鐘） 

(06) 車程在 2 小時以上 

(01) 住隔壁或住同棟的公寓或大樓 

(03) 車程在 30 分鐘以內（含 30 分鐘） 

(05) 車程在 1～2 小時（含 2 小時） 

(07) 國外（含就學） 

你們之間去年（ＸＸＸ年）的聯絡狀況，如果子女出生年為訪問年，跳答下一個子女。 

每月打電話(含網路即時通訊）

次數？ 

(0) 去年同住（跳問下一個子

女） 

(1) 幾乎每天 (2) 每週一至三次 

(3) 每月一至三次 (4) 每月不到一次 (5) 幾乎不通電話 

【說明】： 

1. 關於去年同住的定義仍為：去年同住的時間超過一半以上，才視為去年同住，因此若受訪者去

年與子女同住超過 6 個月以上，就視為同住。 

 

 

 父親 母親 

請問您父母目前的健康狀

況？ 

(01) 很好   (02) 好     (03) 普通 

(04) 不好   (05) 很不好 

(06) 已過世 

(01) 很好   (02) 好     (03) 普通 

(04) 不好   (05) 很不好 

(06) 已過世 

【說明】： 

1. 若受訪者有養父母或繼父母，此份問卷關於父母問題，請擇一對象（不論生父母、養父母還是

繼父母）前後的回答對象一致即可。 

 

 

 父親 母親 

目前住處與您的距離多遠 

(08) 同住 

 (01) 住隔壁或住同棟的公寓或大樓 

(02) 不同棟，但走路在 10 分鐘以內 

(03) 車程在 30 分鐘以內（含 30 分鐘） 

(04) 車程在 31 到 60 分鐘（含 60 分鐘） 

(05) 車程在 1～2 小時（含 2 小時） 

(06) 車程在 2 小時以上 

(07) 國外 (含就學) 

(08) 同住 

(01) 住隔壁或住同棟的公寓或大樓 

(02) 不同棟，但走路在 10 分鐘以內 

(03) 車程在 30 分鐘以內（含 30 分鐘） 

(04) 車程在 31 到 60 分鐘（含 60 分鐘） 

(05) 車程在 1～2 小時（含 2 小時） 

(06) 車程在 2 小時以上 

(07) 國外 (含就學) 

【說明】： 

1. 父/母目前住處與受訪者的距離相距多遠，請以訪問當時父/母的居住地來點選，若父/母當時與

受訪者同住，即視為同住；其餘則為不同住。 

 

 

請問過去一年來，您的父母有沒有給您（或您配偶）一般生活費上的資助？ 

請問過去一年來，您（或您配偶）有沒有給您父母零用金、生活費或節慶紅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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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記錄實際收下的金額，若受訪者有給父母節慶但父母隨之退還，仍舊不算在內。 

2. 若小孩年紀小，不曾有過這些經驗，請點選「(2)沒有」即可。 

 

 

 配偶父親 配偶母親 

是那裡人？ (01) 原住民  (04) 外省人(大陸各省市) 

(02) 台灣閩南人 (05) 大陸籍 

(03) 台灣客家人  (06) 東南亞籍  

(9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01) 原住民 (04) 外省人(大陸各省市) 

(02) 台灣閩南人 (05) 大陸籍 

(03) 台灣客家人  (06) 東南亞籍  

(94)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說明】： 

1. 配偶父/母具中國國籍，請點選「(05)大陸籍」；而「(04)外省人」指的是民國 38 年前後，由

中國大陸移居台灣的外省籍人士。 

 

 

請問您總共有幾個兄弟姊妹（不含受訪者本人）？ 共________人 

請問您的配偶總共有幾個兄弟姊妹（不含受訪者配偶）？ 共        人 

【說明】： 

1. 請填寫健在的（配偶）兄弟姊妹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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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共同】：家庭決策與支出 

 

在去年（XXX 年）之中，請問您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作家務工作？______小時 

在去年（XXX年）之中，請問您的配偶平均每週大約花多少時間作家務工作？______小時 

【說明】： 

1. 家務工作包括：做飯、洗碗、清掃、洗衣、房屋維修（如水電、修理家俱）、照料小孩或老人、

照料寵物、照料植物、處理家中行政事務（如到郵局、銀行辦事，幫家裡記帳或報稅），以及

與上述活動有關的交通活動（如買菜、接送小孩上下課）。 

2. 若受訪者與配偶分居兩地，請記錄受訪者及配偶各自在居住地所花的家務時間。  

 

 

在去年之中，您家庭自政府得到的補助總計大約是多少？_________________元 

【說明】： 

1. 如果受訪者獲得非金錢的補助，如：醫藥費減免等，無法回答獲得補助的金額為多少時，請點

選「(9999997)不知道」即可。 

 

 

在過去一年裡，您（和您配偶）每個月的平均支出情況大約是？ 

(a) 房屋貸款支出平均每月_________________元 

(b) 保姆或幫傭（包括家事管理）支出平均每月_________________元 

請問您（和您配偶）過去一年裡，下列各項支出情況： 

(a) 人身商業保險（人壽、醫療、儲蓄及投資保險）_________________元 

(b) 家具與家庭耐久設備_________________元 

在去年（104年）中，您（和您配偶）全部的支出（含給父母親、繳稅等支出）大約________元 

【說明】： 

1. 此題組是詢問受訪者（與配偶）實際負擔支出的情況，若該筆費用不是由受訪者（或受訪者配

偶）支付，則不需記錄。 

2. 請依受訪者的婚姻與居住狀況，提示受訪者所應回答的支出金額含蓋範圍，例： 

(1) 點選「(1)沒有配偶，且未與親人同住」，回答受訪者自己的支出； 

(2) 點選「(2)沒有配偶，且與親人同住」，回答受訪者所負擔的家庭支出； 

(3) 點選「(3)有配偶」，回答受訪者與配偶所負擔的家庭支出；若受訪者不清楚某一項包含配

偶的支出金額為多少，則輸入不知道即可。  

3. 「家具與家庭耐久設備」，包括：電視、電腦、冰箱等家俱以及房屋翻修…等。 

4. 此處各項支出的加總如果大於受訪者前面回答的收入，不需質疑受訪者，就以受訪者的回答作

為記錄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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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RR 問卷】 

 

在去年（XXX 年）之中，您（或您的配偶）有沒有經營、投資事業或做生意（包括店面、攤

子、小生意、農場、果園、魚塭等）？如果有的話，去年總共獲利或虧損多少？ 

【說明】： 

1. 經營、投資事業或做生意包括：夫妻共同務農、經營店面、做小生意、擺攤子、經營農場、果

園、魚塭等；但投資買賣股票、基金的收入，不包含在內。 

 

 

在去年（XXX 年）之中，如果您有工作的話，全部的工作收入大約有多少（包括正常的收

入、加班費、分紅、佣金、三節獎金、年終獎金及兼差收入等）？ 

 

在去年（XXX 年）之中，如果您的配偶有工作的話，全部的工作收入大約有多少（包括正常

的收入、加班費、分紅、佣金、三節獎金、年終獎金及兼差收入等）？ 

【說明】： 

1. 受訪者去年若為無酬家屬，請點選「(1)有工作，過去一年的收入大約多少錢 0 元」。 

2. 受訪者訪問年度（年初）才結婚，去年沒有配偶，關於配偶去年工作收入還是請受訪者根據配

偶實際的工作狀況來回答。 

 

 

在過去兩年之中，您是否曾經領取退休金？ 

在過去兩年之中，您的配偶是否曾經領取退休金？ 

【說明】： 

1. 由 50 歲以上的樣本回答，不論受訪者（受訪者配偶）目前是否有工作，都可能曾經辦理過退

休。 

 

 

除了上面所談到的這些收入之外，您或您的配偶是否有下列這些收入？  

(1) 利息收入 (1) 有，去年的收入大約 ____________元 (2) 沒有 

(2) 租金收入 (1) 有，去年的收入大約 ____________元 (2) 沒有 

(3) 股利收入 (1) 有，去年的收入大約 ____________元 (2) 沒有 

(4) 其他收入來源（含私人贈與及政府補助） 

 (1) 有，去年的收入大約 ____________元 (2) 沒有 

【說明】： 

1. 政府補助（如失業保險金、休耕補助）、領取過世配偶的終身俸（退休金）、贍養費、或父母

/子女/兄弟姊妹給的錢…等，均屬於「(4)其他收入來源」。 

 

 

請問您去年一年（民國 XXX 年）中常不常從事以下活動？ 

【說明】： 

1. 看電視的定義，若使用電腦直接從頻道即時收看節目就算是，不限定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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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是參與運動又同時符合團體運動，則符合(8)和)(9)兩類，可都勾選，如：參與自行車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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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RCI 問卷】 

 

請問您的出生地是： 

【說明】： 

1. 主要想瞭解受訪者是在哪個鄉鎮市區裡成長，直到受訪者搬離該鄉鎮市區為止，如：若受訪者

在台北市的某醫院出生後，即回到新竹市成長與居住，直到 19 歲到高雄求學才離家，因此出

生地為新竹市，居住年數為 18 年。 

2. 若居住時間不滿 1 年，請以 1 年計算。 

 

 

 教育經驗 

 

從進入小學開始，我們想請問您受教育的情形 

【說明】： 

1. 請注意「上下學期」與「上限半年」的對應。上學期開學為 9 月，請記錄為「下半年」；下學

期開學為 2 月，請記錄為「上半年」。一般而言，皆為「下半年」入學，「上半年」畢業。 

 

 

各種校外補習的總次數大約是每週______次，共______小時 

【說明】： 

1. 請不要將「校內課業輔導」納入計算。 

2. 若受訪者每一個年級／學期的補習次數不同，請以「有補習時的最高年級」為主。 

3. 若受訪者只有單一年級／學期有補習，則記錄該年級／學期的每週補習次數、時數。 

4. 如果受訪者同一天補習 2～3 種科目，只要有更換補習地點（科目），可分別計算。 

 

 

請問您就讀的國中是公立還是私立？ 

【說明】： 

1. 若受訪者就讀兩所以上的學校（休學、輟學、轉學等），記錄時以拿到文憑的學校為主；如果

都沒有取得文憑，則以就讀的最後一所學校作為記錄。 

2. 後續有關各階段學校（如：高中/高職/五專階段、二專/三專/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大學階段），

均依上述原則 

 

 

在您就讀高中／高職／五專的時候，有沒有離家住在外地就學？ 

【說明】： 

1. 若不住家裡，請受訪者評估「住宿地」到「家裡」的交通時間，請以最常用的交通工具來計算。  

 

 

請問在二專／三專／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大學階段，您最主要是唸什麼樣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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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若此階段受訪者唸完二專，又繼續讀二技，則此題組請回答二技在學時的相關資訊。 

 

 

 第一份全職工作 
 

請問您第一份全職工作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民國______年 

【說明】： 

1. 第一份全職工作包含無酬家屬工作。 

2. 若受訪者不確定自己從事的工作算不算是全職工作，可提供以下說明： 

(a) 工作場所認定的全職工作； 

(b) 受訪者如果經常性地從事農事工作，則這份務農的工作就算是全職工作； 

(c) 受訪者如果是「無固定雇主」或「廠外按件計酬」的受雇者，或是自營作業者，假設平均

每週工時超過 30 小時（含準備工作），就算是全職工作者。 

3. 若受訪者在學時期為建教合作，請由其畢業後開始計算。 

 

 

當時的工作收入每月約__________元 

【說明】： 

1. 以剛就職的薪水為記錄依據，但如遇到試用期的情形，則以正式錄用時的薪水為主。 

 

 

您當時住在哪裡？ 

【說明】： 

1. 居住時間的計算，請從第一次正式工作的那年開始計算，直到搬遷（居住地點改變）為止，與

工作變動無關。 

 

 

拿到最高學歷之後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民國____年 

【說明】： 

1. 這裡所指『最高學歷』不論受訪者是否畢業或肄業都算，此題組主要想瞭解受訪者在最高學歷

畢業或肄業『之後』或『當時』所從事的工作。 

 

 

 家庭關係與和諧 

 

您與您家人的感情如果可以用數字表示：「1」代表感情很不好，「5」代表感情很好，請您分

別就以下的家人表示您的意見。 

【說明】： 

1. 受訪者若沒有這類家人，請點選「(95)不適用」。 

2. 若訪問當時受訪者父／母已不在人世，請以受訪者父／母生前的情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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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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求學、升學  b. 婚姻決定 

【說明】： 

1. 此題組是請受訪者依過去的經驗來推想，在這些事件下家人對受訪者的影響力如何；若受訪者

堅持沒有發生，無法作答，請點選「(98)拒答」。 

2. 若受訪者沒有題目中所列舉的家人，請點選「(95)不適用」。 

 

 

根據您過去的經驗和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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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生病照料  b. 財務困難 

【說明】： 

1. 此題組是請受訪者依過去的經驗來回答。 

2. 若受訪者反應：父母身體狀況佳，沒有老病父母需要照料，則請點選「(95)不適用」；若訪問

當時受訪者父母已過世，請以受訪者父母在世時的情況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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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 問卷】 

 

請問您是否取得技術士證書？ 

【說明】： 

1. 技術士證書係經由「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分為甲級、乙級和丙級（2018 年調查新增選

項(4) 單一級檢定），主辦單位為行政院勞動部，目前開辦的檢定如下： 

2017.10 更新 

甲/乙/丙三級 

冷凍空調裝修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

裝修) 

鑄造 家具木工 

工業配線 板金 冷作 鋼筋 

模板 汽車修護 視聽電子 鍋爐操作 

門窗木工 配電線路裝修 女裝 平版印刷 

工業用管配管 通信技術(電信線路)   

甲級 

泥水 化學－有機物檢驗 化學－無機物檢驗 職業安全管理 

職業衛生管理    

甲/乙級 

測量－工程測量 測量－地籍測量 建築工程管理 儀表電子 

電力電子 數位電子 營造工程管理 建築製圖應用 

物理性因子作業環境

監測 

化學性因子作業環境

監測 

  

乙級 

石油化學 製鞋－製面 製鞋－製配底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管渠系統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機電設備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處理系統 

下水道設施操作維護

－水質檢驗 

電腦軟體設計－

JAVA 

電腦軟體設計－C++ 建築物室內設計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

管理 

農田灌溉排水－灌溉

水質管理及檢驗項 

銑床－CNC 銑床 車床－CNC 車床 模具－沖壓模具 模具─塑膠射出模具 

地錨 印前製程 就業服務 視覺傳達設計-識別

形象設計 PC 

視覺傳達設計－平面

設計 PC 

視覺傳達設計－包裝

設計 PC 

視覺傳達設計－插畫

PC 

太陽光電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乙/丙級 

泥水－砌磚 泥水－粉刷 泥水－面材舖貼 電器修護 

自來水管配管 熱處理 重機械修護－引擎 化學 

變壓器裝修 工業儀器 農業機械修護 陶瓷－石膏模 

男子理髮 升降機裝修 女子美髮 製鞋 

按摩 配電電纜裝修 中餐烹調－素食 中餐烹調－葷食 

烘焙食品 油壓 氣壓 食品檢驗分析 

中式麵食加工 職業潛水 商業計算 電腦軟體應用 

電腦軟體設計 電腦硬體裝修 氣體燃料導管配管 化工 

機械停車設備裝修 造園景觀 西餐烹調 機器腳踏車修護 

金銀珠寶飾品加工 建築塗裝 會計事務 會計事務－人工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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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務－資訊 汽車車體板金 車輛塗裝 工程泵(幫浦)類檢修 

用電設備檢驗 變電設備裝修 輸電地下電纜裝修 輸電架空線路裝修 

機電整合 裝潢木工 網路架設 網頁設計 

飛機修護 手語翻譯 門市服務 機械加工 

網版製版印刷 國貿業務 視覺傳達設計 喪禮服務 

飲料調製 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

圖 

  

丙級 

工業電子 測量 烘焙食品－西點蛋糕 烘焙食品－麵包 

烘焙食品－餅乾 眼鏡鏡片製作 肉製品加工 中式米食加工 

美容 電繡 水族養殖 餐旅服務 

水產食品加工 園藝 農藝 寵物美容 

電腦輔助立體製圖 特定瓦斯器具裝修 農田灌溉排水－設施

維護管理田間項 

農田灌溉排水－管路

灌溉 

製茶技術 營建防水 混凝土 銑床-銑床 

車床-車床 模具-模具 鋼構工程－組配 鋼構工程－吊裝 

印前製程－圖文組版 印前製程－平版製版 網版製版印刷－製版 網版製版印刷－印刷 

鋼管施工架 攝影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

配管 

金屬帷幕牆－帷幕牆 

建築製圖應用－電腦

繪圖項 

建築製圖應用－手繪

圖項 

陶瓷手拉坯 金屬成形 

餐飲服務 旅館客房服務   

單一級 

一般手工電銲 固定式起重機操作 移動式起重機操作 人字臂起重桿操作 

重機械操作－推土機 重機械操作－挖掘機 重機械操作－鏟裝機 重機械操作－一般裝

載機 

氬氣鎢極電銲 半自動電銲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堆高機操作 

保母人員 照顧服務員 吊籠操作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

作 

高壓氣體容器操作 定向行動訓練 竹編 食物製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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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掛題組】 

 

【2016 加掛】 過去一個月內，您大概多久上網一次？  

【說明】： 

1. 次數由受訪者自行認定。原則上，不論以何種裝置或方式上網、不論用途，也不論時間長短，

只要有上網就算。 

 

 

【2016 加掛】 過去一個月內，請問您有沒有在使用通訊軟體，如 Line、Skype、Messenger

（臉書即時通）、WhatsApp、WeChat（微信）？  

【說明】： 

1. 此題所指的通訊軟體及社群網站僅限題目中所列舉的項目，其他通訊軟體或社群網站不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