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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編號：                            

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24 小時制) 

基本資料 

1. 性別：□(01)男  □(02)女                                        

 
2. 請問您是什麼時候出生的？民國＿＿＿年＿＿＿月                          
 
3. 您在什麼地方出生？ 
      省（市）    縣（市）   鄉（鎮、市、區）郵遞區號□□□ 
 
4. 請問您十五歲以前，在哪裡住最久？ 
      省（市）    縣（市）   鄉（鎮、市、區）郵遞區號□□□ 
 
5. 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裡？ 
      省（市）    縣（市）   鄉（鎮、市、區）郵遞區號□□□ 
 
6. 請問您覺得您現在居住的地區是都市或鄉村？ 

□(01)大都市 □(02)大都市旁的郊區  

□(03)小城鎮 □(04)農村地區 □(05)獨立農家  

 
7. 請問您父親是哪裡人？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大陸各省市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說明）                

 
8. 請問您母親是哪裡人？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大陸各省市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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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您的婚姻狀況是？                                                        

□(01)已婚               □(02)同居                      

□(03)配偶去世(跳答 12)    □(04)離婚(跳答 12)      

□(05)分居(跳答 12)       □(06)未婚(跳答 12)           

 
10. 請問您的配偶是否是 1980 年代以後來台的婚姻移民？ 

□(01)不是              □(02)是，來自中國（含港澳）        

□(03)是，來自東南亞     □(04)是，其他(請說明)           

 
11a. 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是哪一年出生的？民國＿＿＿年 

 
11b. 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父親是哪裡人？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大陸各省市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說明）     

 
11c. 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母親是哪裡人？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大陸各省市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說明）     

 
12. 請問您的教育程度是：(提示卡 1) 

□(01)無(跳答 17)       □(02)自修/識字(跳答 17)      

□(03)小學             □(04)國（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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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說明)          
 
13. 請問您有沒有完成學業？ 

□(01)有         □(02)沒有，就學中  

□(03)沒有，讀到幾年級？            

 
14. 請問您總共受過多少年的正規教育？          年 
 
15. 請問您有沒有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取得大學或研究所的學位？ 

□(01)有          □(02)沒有(跳答 16)  

 
15a. 如果有的話，是在那一個地區?(可複選) 
□(01)中國     □(02)日本     □(03)南韓     □(04)台灣    □(05)東南亞    
□(06)歐洲     □(07)北美     □(08)其他國家或地區(請說明)            
 

16. 請問您有沒有在台灣以外的地方，受過五天以上的技能訓練課程？ 

□(01)有          □(02)沒有(跳答 17)  

 
16a. 如果有的話，是在那一個地區? (可複選) 
□(01)中國     □(02)日本     □(03)南韓     □(04)台灣    □(05)東南亞    
□(06)歐洲     □(07)北美     □(08)其他國家或地區(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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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離婚、分居者請跳答第 18 題》 
17. 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教育程度是：(提示卡 1) 

□(01)無                □(02)自修/識字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說明)          

 
18.《不論父親存歿都請回答》請問您父親教育程度是：(提示卡 1) 

□(01)無                □(02)自修/識字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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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說明)          

 
19.《不論母親存歿都請回答》請問您母親的教育程度是：(提示卡 1) 

□(01)無                □(02)自修/識字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校/大學     □(18)技術學院、科大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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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地文化活動 

(提示卡 2) 經常 有時候 很少 從不 

A1. 請問您常常觀看日本卡通/動畫嗎? 01 02 03 04 

A2. 請問您常常觀看華語電影嗎? 01 02 03 04 

A3. 請問您常常觀看韓國電視劇嗎? 01 02 03 04 

B.東亞禮儀與差異 

《受訪者無小孩者，跳答 B2》 
B1. 當您在為自己的小孩取名字時，是否有算過筆劃?  

□(01) 是         □(02) 否  

 
B2. 請問在特殊的情況如結婚、搬遷或喪禮時，您會不會在意吉日或凶日? 

□(01) 非常在意   □(02) 有點在意    

□(03) 不太在意   □(04) 毫不在意  

 

C.欣賞的朋友特質 

C1. 關於朋友特質，您覺得下列的項目重不重要？(提示卡 3)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不重要 一點都不重要

a. 誠實 01 02 03 04 05 
b. 負責任的 01 02 03 04 05 
c. 聰明才智 01 02 03 04 05 
d. 文雅的 01 02 03 04 05 
e. 有權力的 01 02 03 04 05 
f. 富裕的 01 02 03 04 05 
g. 忠誠的 01 02 03 04 05 
h. 親切的 01 02 03 04 05 
 

D.價值觀 

《請問您同不同意下列這些說法?》(提示卡 4) 

D1:父權制/性別角色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妻子幫助丈夫的事業比追

求自己的事業還要重要。
01 02 03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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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b. 在任何情況下，父親在家

中的權威都應該受到尊

重。 
01 02 03 04 05 06 07 

 

D2:溝通協調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即使個人有不同的想法，

也不宜反對多數人的想法。 
01 02 03 04 05 06 07 

b. 為了與其他人有良好關

係，個人不應該表現出對他

們的抱怨。 
01 02 03 04 05 06 07 

 

D3: 內部凝聚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當個人在僱請員工的時

候，即使有一個不認識的

人更合適，還是宜將機會

留給親戚或朋友。 

01 02 03 04 05 06 07 

b. 如果我的同鄉在社會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我會感

到光榮。 

01 02 03 04 05 06 07 

 

D4:階級/權力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即使不同意，一個下屬都

應該服從上司的指示。 
01 02 03 04 05 06 07 

b. 如果我們的上司很有能

力，就應該由他來做所有

的決定。 

01 02 03 04 05 06 07 

 

D5: 避免風險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充滿風險和機會的生活比

平凡而穩定的生活更令人

嚮往。 
01 02 03 04 05 06 07 

b. 即使是有風險，如果有多

餘的錢，我會投資在報酬

高的東西上。 
01 02 03 04 05 06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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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東亞認同 (主要指韓國、日本、中國、香港、台灣等) 

E1.請問您對於下列地區的感情強不強烈？ 

 很有感情 有感情 有點感情 完全沒有感情 

a. 您住的城市/鄉鎮 01 02 03 04 
b. 您的國家 01 02 03 04 
c. 其他東亞國家 01 02 03 04 

 

F.娛樂活動 

F1.請問您喜不喜歡下面這些型態的音樂?  (提示卡 5) 

 非常喜歡 喜歡 無所謂 
喜不喜歡 不喜歡 非常不喜歡

a. 西方的古典音樂 01 02 03 04 05 
b. 搖滾音樂 01 02 03 04 05 
c. 爵士/藍調 01 02 03 04 05 
d. 流行音樂 01 02 03 04 05 
e. 本國的傳統戲曲 01 02 03 04 05 

 
F2. 有些人出國時，可能會安排與性相關的娛樂(如：表演或參與色情相關的活動)；請問

在您所認識的朋友、同事或鄰居當中，大概有多少人出國時會參與這樣的休閒娛樂？ 

□(01)有很多人 □(02) 有一些人 □(03) 很少人         

□(04) 都沒有(跳答 G1)    □(97) 不知道(跳答 G1)  

 
F3. 如果有，那您知道他們通常是在哪些國家參與這些和性相關的娛樂？(可複選) 
□(01) 東亞國家     □(02) 東南亞國家     □(03) 歐洲     
□(04) 北美         □(05) 其他國家或地區(請說明)    

G.全球知識 

G1. 請問您常常和您的家人、朋友或其他的人討論國際上的議題嗎？(提示卡 6) 

□(01) 幾乎每天           □(02) 每個星期數次  

□(03) 約每個星期一次      □(04) 約每個月一次  

□(05) 每年數次           □(06) 約一年一次   

□(07) 從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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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媒體使用 

H1. 請問您獲得國際新聞的管道有哪些？(複選) 
□(01) 報紙          □(02) 收音機          □(03) 電視 

□(04) 網路          □(05) 從其他人        □(06) 其他方式 

I.文化交流 

I1. 請問您曾經到過以下這些國家或地區旅遊嗎? 
I2. 請問您有認識以下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嗎?(指當地的人) 

I1.旅遊 I2.認識的人 
國家/地區 

有 沒有 有 沒有 

(01) 中國 01 02 01 02 
(02) 日本 01 02 01 02 
(03) 南韓 01 02 01 02 
(04) 臺灣     
(05) 東南亞 01 02 01 02 
(06) 歐洲 01 02 01 02 
(07) 北美 01 02 01 02 

J.與其他國家人的社會距離 

下列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人要成為您生活中的一員，您的感受如何？請回答所有您能接受的情境。 

日本人 南韓人 臺灣人 中國人 東南亞人 歐洲人 北美人
 

好 不好 好 不好 好 不好 好 不好 好 不好 好 不好 好 不好

J1.在工作上與您共事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J2.成為您的鄰居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J3.因為結婚而成為您的近親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01 02

K.國際遷移 

K1. 請問您認為在台灣工作的外國人數應該增加還是減少？ (提示卡 7) 

□(01) 大幅增加  □(02) 增加一些  □(03) 維持不變   

□(04) 減少一些  □(05) 大幅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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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請問您認為在台灣東南亞籍新娘的人數應該增加還是減少？(提示卡 7) 

□(01) 大幅增加  □(02) 增加一些  □(03) 維持不變  

□(04) 減少一些  □(05) 大幅減少  

 
K3. 請問您認為在台灣中國籍新娘的人數應該增加或減少？(提示卡 7) 

□(01) 大幅增加  □(02) 增加一些  □(03) 維持不變  

□(04) 減少一些  □(05) 大幅減少  

 
K4. 請問您認為在台灣其他國籍新娘的人數應該增加或減少？(提示卡 7) 

□(01) 大幅增加  □(02) 增加一些  □(03) 維持不變  

□(04) 減少一些  □(05) 大幅減少  

L.對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態度 

以下我們想要請問您幾個和其他國家關係的問題，請問您同不同意以下這些說法？ (提示卡 4) 

 非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有點 
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L1.為了保護我國經濟，台灣

應該限制外國產品的進口。 
01 02 03 04 05 06 07 

L2.即使會導致與其他國家的

衝突，台灣都應該以自己國

家的利益為主。 

01 02 03 04 05 06 07 

L3.增加與外國電影、音樂或

書籍的接觸，對我們自己

的文化是有害的。 
01 02 03 04 05 06 07 

 

M.全球化整體評估 

各國及各地區之間的人、物與資金等的往來交流一直在增加，請問您認為這是好還是不好？ 
(提示卡 8) 

 非常好 好 有點好 無所謂 
好不好 

有點 
不好 不好 非常 

不好 
無法 
選擇 

M1. 對於台灣的經濟 01 02 03 04 05 06 07 90 
M2. 對於台灣人的工作機會 01 02 03 04 05 06 07 90 
M3. 對於環境 01 02 03 04 05 06 07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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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社會網絡 

N1. 請問在去年的春節期間，除了家人和親戚以外，不論透過什麼方式和您相互拜年的非親戚有幾

位？您的估計是：《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電話、電子郵件、透過網際網路，都算》(提示卡 9) 

□(01) 0 人     □(02) 1-4 人         □(03) 5-9 人  

□(04) 10-19 人   □(05) 20-49 人     

□(06) 50-99 人   □(07)等於或多於 100 人  

 
N2. 請問在去年的春節期間，除了同住家人以外，不論透過什麼方式和您相互拜年的家人或親戚有幾

位？您的估計是：《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電話、電子郵件、透過網際網路，都算》(提示卡 9) 

□(01) 0 人      □(02) 1-4 人      □(03) 5-9 人  

□(04) 10-19 人   □(05) 20-49 人    

□(06) 50-99人   □(07) 等於或多於 100 人  

 
N3. 請問您平常一天裡面，除了家人和親戚以外，不論透過什麼方式大概總共會跟幾位非親戚接觸?

《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電話、電子郵件、透過網際網路，不論認識或不認識的，都算》 
(提示卡 9) 

□(01) 0 人       □(02) 1-4 人       □(03) 5-9 人    

□(04) 10-19 人    □(05) 20-49 人      

□(06) 50-99 人    □(07) 等於或多於 100 人  

 
N4. 請問您平常一天裡面，除了同住家人以外，不論透過什麼方式大概總共會跟幾位家人或親戚接觸?

《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電話、電子郵件、透過網際網路，都算》(提示卡 9) 

□(01) 0 人      □(02) 1-4 人       □(03) 5-9 人    

□(04) 10-19     □(05) 20-49 人    

□(06) 50-99 人   □(07)等於或多於 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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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 上述（N3、N4）關於您與人接觸的問題中，請問在這些人裡面，他們的工作有沒有是屬於下列這
些職業的人：(提示卡 10) 

 有 沒有 

a. 民意代表或政府行政主管 01 02 
b. 經理人 01 02 
c. 專業人員 01 02 
d. 技術員或助理專業人員 01 02 
e. 事務工作人員 01 02 
f. 服務工作人員或店面或市場銷售人員 01 02 
g. 技術性農林漁牧工作人員 01 02 
h. 技術工等相關工作人員 01 02 
i. 機器操作員或組裝員 01 02 
j. 體力工或非技術工 01 02 

O.英語流暢性 

您會如何評估您以下的能力？(提示卡 11) 

 非常好 好 普通 不好 非常不好

O1.閱讀英文報紙中的短文 01 02 03 04 05 

O2.用英文與人聊天 01 02 03 04 05 

O3.用英文寫封信 01 02 03 04 05 

P.全球飲食 

P1. 您家習慣在什麼地方買菜？ 

□(01)幾乎都在傳統菜市場    □(02)大部分在傳統菜市場   

□(03)大部分在超市或大賣場  □(04)幾乎都在超市或大賣場      

□(05)一半一半  

 
P2. 您喜歡吃本地或進口的水果？ 

□(01)本地水果   □(02)進口水果      □(03)都喜歡    

□(04)都不喜歡   □(05)不會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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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 請問您常不常吃下列食品？(提示卡 2)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不 

a. 中式烤鴨 01 02 03 04 
b. 韓國泡菜 01 02 03 04 
c. 日本壽司 01 02 03 04 
d. 泰式酸辣湯 01 02 03 04 
e. 美式漢堡 01 02 03 04 
f. 義大利麵 01 02 03 04 
 

Q.時空連結 

Q1. 如果迷路了，您喜歡用什麼方法找到路？ 

□(01)問路人  □(02)自己看地圖  □(03)打電話問朋友  

□(04)衛星定位設備(GPS)   □(05)其他(請說明)            

 
Q2. 請問您嚮往（台語：欣羨）住在什麼樣的地區？ 

□(01)大都市     □(02)大都市旁的郊區          

□(03)小城鎮       □(04)農村地區             

□(05)獨立農家      □(06)其他(請說明)     

 
Q3. 您會不會嚮往（台語：欣羨）住在國外的生活？ 

□(01)很嚮往       □(02)有點嚮往        

□(03)不嚮往       □(04)完全不嚮往  

 
Q4. 如果需要拆掉一座有歷史性的建築物才能蓋捷運，您會支持「保存有歷史性的建築物」

或「蓋捷運」？ 

□(01)保存有歷史性的建築物  □(02)蓋捷運       

□(03)無所謂                 □(04)不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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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理財行為 

R1. 當您決定投資理財時，主要會參考誰的意見？ 

□(01)都沒有       □(02)家人或親友  

□(03)專業顧問(包括股友社及銀行的各種理財專員)   

 
R2. 您會主動去看新台幣兌換美元的匯率嗎？ 

□(01)經常        □(02)有時         

□(03)很少        □(04)從不   

 
R3. 您有外幣存款帳戶嗎？ 

□(01)沒有        □(02)有，在台灣開戶     

□(03)有，在台灣以外地區開戶      □(04)都有  

 
R4. 您有買過海外共同基金嗎？  

□(01)沒有         □(02)有，以台幣計價     

□(03)有，以外國貨幣計價          □(04)都有  

 

S.多元文化 

S1. 請問您有沒有認識來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同住家人除外) 

□(01)認識      □(02)不認識(跳答 S3)  

 
S2. 請問您常不常和這些人接觸？(同住家人除外) (提示卡 12) 

□(01)每天              □(02)每個星期數次    

□(03)每個星期一次      □(04) 每個月一、二次    

□(05)每年數次          □(06) 一年一次       

□(07)去年一年都沒有     □(08) 從來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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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請問您的鄰居有沒有來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 

□(01)有     □(02)沒有(跳答 S4)  
 
S3a.大約有幾人？            人 
 
S4. 請問您有沒有認識來自中國的婚姻移民？(同住家人除外) 

□(01)認識      □(02)不認識(跳答 S6)  
 
S5. 請問您常不常和這些人接觸？(同住家人除外) (提示卡 12) 

□(01) 每天              □(02) 每個星期數次        

□(03) 每個星期一次      □(04) 每個月一、二次    

□(05) 每年數次          □(06) 一年一次         

□(07) 去年一年都沒有     □(08) 從來沒有        

 
S6. 請問您的鄰居有沒有來自中國的婚姻移民？ 

□(01)有    □(02)沒有(跳答 S7)  
 
S6a.大約有幾人？            人 
 
S7. 請問您認為臺灣一般家庭比東南亞婚姻移民家庭的經濟狀況是好還是差？ 

□(01)好很多    □(02)好一點    □(03)差不多   

□(04)差一點    □(05)差很多  

 
S8. 請問您認為政府提供給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幫助是多還是少？ 

□(01)多       □(02)剛好     □(03)少  
 
S9. 請問您認為政府提供給中國婚姻移民的幫助是多還是少？ 

□(01)多       □(02)剛好     □(03)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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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 請問您是否贊成政府幫助婚姻移民做下列的事情？ 

 贊成 不贊成 

a. 主動提供就業資訊 01 02 
b. 主動提供職業訓練 01 02 
c. 幫忙找一份工作 01 02 
 

S11. 請問您同不同意下列說法？ (提示卡 13) 

 非常同意 同意 無所謂 
同不同意 不同意 非常 

不同意 
a. 為了提昇競爭力，小孩一定要學英文。 01 02 03 04 05 
b. 為了保存本地文化，小孩也要學習福佬

話、客家話或原住民語言。 
01 02 03 04 05 

c.禁止東南亞婚姻移民的小孩在學校以越

南話或印尼話或其他東南亞語言交談。
01 02 03 04 05 

d.我們應該在中小學課程中增加東南亞歷

史文化的教材。 
01 02 03 04 05 

e. 如果您的子女或孫子女的班上有東南

亞婚姻移民生的小孩，這是一個認識其

他文化的機會。 
01 02 03 04 05 

 

T.全球媒體 

T1. 最近一個月內，您大約多久看一次電視？(提示卡 14) 

□(01)每天至少一次     □(02)每週兩、三次  

□(03)每週一次        □(04)每月一、兩次(跳答 T2)     

□(05)幾乎不看(跳答 T2)    

 
T1a. 您平均每天收看電視的時間有多久？＿＿＿＿時＿＿＿＿分 
 

T1b. 最近一個月內，您所看的電視節目當中，以什麼地方製作的較多？(提示卡 15) 

 完全沒有看 
這些節目 本地 中港 日本 韓國 歐美 其他地區 無法判斷 沒有注意

a. 劇集/戲劇節目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b. 電影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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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 去年一年內(一月到十二月)，您大約到電影院看過幾次電影？            次(0 次者跳答 T3) 
 
T2a. 去年一年內(一月到十二月)，您在電影院所看的電影當中，以什麼地方製作的較多？

(提示卡 15) 

□(01)本地   □(02)中港   □(03)日本     

□(04)韓國   □(05)歐美   □(06)其他地區  

□(07)無法判斷   □(08)沒有注意  

 
T3. 最近一個月內，您大約多久看一次錄影帶、影碟、DVD、或 VCD？(提示卡 16) 

□(01)每天至少一次       □(02)每週兩、三次        

□(03)每週一次           □(04)每月一、兩次        

□(05)很少或都沒有(跳答 T4)  

 
T3a. 最近一個月之內，您所看的錄影帶、影碟、DVD 或 VCD，以什麼地方製作的較多？(提示卡 15) 

□(01)本地   □(02)中港   □(03)日本      

□(04)韓國   □(05)歐美   □(06)其他地區   

□(07)無法判斷   □(08)沒有注意  

 
T4. 請問您會不會使用電腦？ 

□(01)會使用電腦       □(02)不會使用電腦(跳答 U1)         

□(03)會使用電腦，但是有電腦沒有網路(跳答 U1)      

□(04)會使用電腦，但都沒上網(跳答 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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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a. 最近一個月內，您大約多久上網一次？(提示卡 16) 

□(01)每天至少一次    □(02)每週兩、三次  

□(03)每週一次       □(04)每月一、兩次       

□(05)很少或都沒有(跳答 T5)    

 
T4b. 您平均約每天上網多久？＿＿＿＿時＿＿＿＿分 
 
 

T4c. 最近一個月內，您上網時多半搜尋有關什麼地方的訊息？(單選)  (提示卡 15) 

 完全沒有做 
這方面的搜尋 本地 中港 日本 韓國 歐美 其他地區 無法判斷 沒有注意

a.觀光旅遊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b.消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c.理財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T5. 請問網路增加您對於下列什麼地方的瞭解最多？(請依序選出前三個增加瞭解最多的地方) 

最瞭解的地方           第二瞭解的地方           第三瞭解的地方      
(01)臺灣    (02)中國與香港    (03)日本    (04)韓國    (05)歐美    (06)世界其他地方 
 
 

T6. 請問您是否經常用網路與在台灣以外地區的人聯絡？ 

(a)台灣以外地區的華人 
□(01)經常

 

□(02)有時

 

□(03)很少 □(04)從不(跳答 T6b)

 

(a1)主要是否與工作有關 □(01)是      □(02)否  

(b)台灣以外地區的外籍人 
士 

□(01)經常

 

□(02)有時

 

□(03)很少 □(04)從不(跳答 U1) 

 

(b1)主要是否與工作有關 
□(01)是      □(02)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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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其他基本資料 

U1. 請問您現在在做什麼工作？(提示卡 17) 

□(01)有全職工作               

□(02)有兼職工作         

□(03)不固定 (打零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       

□(05)目前沒有工作(跳答 U9)                

□(06)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跳答 U9)  

□(07)已經退休(跳答 U9)                    

□(08)家庭主婦且沒有工作(跳答 U9)  

□(09)身心障礙、生病不能工作(跳答 U9)      

□(10)其他(請說明)           

 
U2. 請問您目前主要的工作屬於下列哪一種？(提示卡 18) 

□(01)長期正式編制人員（正職人員）  

□(02)定期契約人員（含約聘、約雇、特約、委任）  

□(03)臨時人員（含暫雇、工讀、代班（課）等形式）  

□(04)人力派遣人員  

□(05)外包（或承包）人員（含外包商或承包商）  

□(06)自己是老闆      □(07)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U3. 請問您平均每週工作幾小時？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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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4. 您目前主要是在做什麼工作？請詳細填寫 
行業   ，服務單位全名                 □□□ 
職位   ，工作部門                  □□□ 
詳細工作內容                     □□□□ 
 
U5. 請問您是老闆還是員工？(如果是幫家裡工作，請追問有沒有拿薪水？) (提示卡 19) 

□(01)自己當老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02)幫家裡工作，有拿薪水          

□(03)幫家裡工作，沒有拿薪水     □(04)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公營企業工作              

□(07)為政府機構工作            □(08)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09)家庭代工                  □(10)其他(請說明)                 

 
U6. 請問您目前工作的機構/公司或家裡事業約有多少位員工？            位 
 
U7. 您在目前的這個機構/公司工作多久了？           年 
 
U8. 請問您工作機構或公司的資本來源是： 

□(01)全部都是外國資本     □(02)全部都是本國資本(跳答至 U9)  

□(03)本國、外國都有       □(04)非營利機構(跳答至 U9)  

□(99)不適用(跳答至 U9)  

 
U8a. 請問外資的最主要的來源是： 

□(01)美國      □(02)歐洲      □(03)日本       

□(04)韓國      □(05)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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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離婚、分居或喪偶者請跳答第 U13a 題》 
U9. 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現在在做什麼工作？(提示卡 17) 

□(01)有全職工作                          

□(02)有兼職工作         

□(03)不固定 (打零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       

□(05)目前沒有工作(跳答 U13a)              

□(06)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跳答 U13a)  

□(07)已經退休(跳答 U13a)                

□(08)家庭主婦且沒有工作(跳答 U13a)  

□(09)身心障礙、生病不能工作(跳答 U13a)  

□(10)其他(請說明)           

 
U10. 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平均每週工作幾小時？          小時 
 
U11. 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目前主要是在做什麼工作？請詳細填寫 
行業   ，服務單位全名                 □□□ 
職位   ，工作部門                  □□□ 
詳細工作內容                     □□□□ 
 
U12. 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是老闆還是員工？(如果是幫家裡工作，請追問有沒有拿薪

水？) (提示卡 19) 

□(01)自己當老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02)幫家裡工作，有拿薪水         

□(03)幫家裡工作，沒有拿薪水     □(04)自己一人工作，沒有雇用其他人  

□(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  □(06)為公營企業工作               

□(07)為政府機構工作            □(08)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09)家庭代工                  □(10)其他(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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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3a. 請問您家中包含您自己，現在和您一起住的家人(包括暫時因讀書、當兵等而住在別 

的地方的家人)有幾位？         位(1 個人住，跳答 U13c) 
 

U13b. 請問您家中現在住在一起的有哪些人？(提示卡 20) 

□(01)曾祖父      □(02)曾祖母      □(03)祖父       □(04)祖母      □(05)外祖父  

□(06)外祖母      □(07)父          □(08)母         □(09)夫        □(10)妻       

□(11)兄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2)姊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3)弟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4)妹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5)子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6)女    人    已婚    人       未婚    人                

□(17)孫          □(18)孫女        □(19)外孫       □(20)外孫女    

□(21)公公        □(22)婆婆        □(23)媳婦    人 □(24)岳父 

□(25)岳母        □(26)女婿    人  □(27)姪         □(28)伯叔 

□(29)伯叔母      □(30)嫂    人    □(31)甥         □(32)舅父 

□(33)舅母        □(34)姐夫    人  □(35)姑父       □(36)姑母 

□(37)弟媳    人  □(38)姨丈        □(39)姨母        

□(40)妹夫    人  □(41)朋友        □(42)其他親戚（請說明）        

□(43)配偶的兄弟  □(44)配偶兄弟的配偶                                

□(45)同居伴侶    □(46)幫傭        □(47)其他（請說明）              
 
 
U13c. 請問您有幾位子女？         位，其中 6 歲以下的子女有幾人？        人 
 
 
U14. 在我們這個社會上，有些人地位比較高，有些人地位比較低，如果 1 分代表最低，10

分代表最高，請問您會給您自己現在的地位打幾分？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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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5. 和社會上其他家庭比較起來，請問您的家庭收入是比較高，比較低，還是差不多？ 

□(01) 高很多    □(02) 高        □(03) 差不多      

□(04) 低       □(05) 低很多  
 

U16. 整體來說，您覺得您快不快樂？ 

□(01)很快樂     □(02)還算快樂    □(03)普通     

□(04)不太快樂    □(05)很不快樂  
 

《目前有工作且有收入者回答》 
U17. 請問您平均每月的工作收入(含兼差，包括薪資、年終獎金、年節分紅、加班費、執

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但不包含投資利息、房租、退休金、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

活費等收入)是多少元？  (提示卡 21)                        

□(01)無收入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萬元以下 □(11)9-10萬元以下  □(12)10-15萬元以下  

□(13)15-20 萬元以下   □(14)20-30 萬元以下   

□(15)30 萬元以上     □(99)不適用(無工作)  

 
《已婚或同居者，目前有工作且有收入者回答》 
U18. 請問您配偶平均每月的工作收入(含兼差，包括薪資、年終獎金、年節分紅、加班費、

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等，但不包含投資利息、房租、退休金、或父母/小孩給予的

生活費等收入)是多少元？  (提示卡 21)                        

□(01)無收入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5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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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20 萬元以下    □(14)20-30 萬元以下   

□(15)30 萬元以上      □(99)不適用(無工作)  

 
U19. 包括各種收入來源，您全家人的所有收入，每個月大約多少元(含工作收入、兼業收

入與獎金、利息收入、紅利或股息、政府津貼給付、其他收入等)？(提示卡 22)               

□(01)無收入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25 萬元以下   

□(23)25-30 萬元以下      □(24)30-35 萬元以下  

□(25)35-40 萬元以下      □(26)40-100 萬元以下  

□(27)100 萬元以上     

 

 

 

 

 

 

受訪者電話：                           ；手機                      

訪問結束時間_____月_____日_____時_____分(24 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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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訪問紀錄 

X1.訪員編號：___________ 

 

X2.在正式訪問時，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01)是    □(02)否（請續填下列訪問開始與結束時間）  

（24 小時制） 

第一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第二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第三次開始時間：____月____日____點____分；結束時間：____點____分 

 

X3.在正式訪問時，這份問卷是： 

□(01)受訪者自填      

□(02)訪員訪填，但沒有給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03)訪員訪填，但有給受訪者看問卷題目   

□(04)透過第三者翻譯訪談                 

□(05)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     

 
X4.在訪問中，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受訪的意思？ 

□(01)開始時有意要拒絕             

□(02)訪問進行中曾表示拒絕的意思   

□(03)訪問到最後有拒絕的意思       

□(04)從頭到尾曾數次表達拒訪的意思  

□(05)從頭到尾均未表示拒絕         

 

X5.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表示不耐煩？ 

□(01)從未表示不耐煩            □(02)偶爾表示不耐煩  

□(03) 有時不耐煩               □(04) 一直不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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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在訪問中，受訪者對訪員的信任程度如何？ 

□(01)很低        □(02)低   

□(03)高          □(04)很高  

 

X7.在訪問中，受訪者是否有意應付？ 

□(01)大都在應付    □(02)有些時候在應付        

□(03)不像是在應付   □(04)完全沒有應付的意思  

 
X8.受訪者合作程度： 

□(01)很合作          □(02)合作     

□(03)不合作          □(04)很不合作  

 

X9.訪問所回答的可靠程度： 

□(01) 很可靠       □(02)可靠      

□(03) 不可靠       □(04)很不可靠  

 

X10.訪問時所用的語言是： 

□(01)國語        □(02)台語               

□(03)客語        □(04)國台語          

□(05)國客語      □(06)其他_______  

 

X11.訪問時是否單獨作業？    □(1)是       □(2)否  

 

X12.訪問前是否有事先約定時間？    □(1)是     □(2)否  

 

X13.訪問是在哪裡訪問的？（可複選） 

□(01)受訪者家裡    □(02)受訪者工作處    □(03)受訪者學校    □(04)其他人家裡 

□(05)其他地方______ 

 

X14.您訪問時有其他人在場嗎？ 

□(1)沒有(終止問卷)         □(2)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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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4a.若有，是誰？（可複選） 

□(1)子女/婿媳 □(2)配偶             □(3)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4)父母/公婆/岳父母 □(5)祖父母/外祖父母  □(6)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7)孫兒/外孫(或其配偶)    □(8)伯叔姑/舅姨(或其配偶) 

□(9)堂(表)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0)其他親戚 

□(11)幫傭 □(12)鄰居或朋友 □(13)同學或同事 

□(14)其他人(請說明)______ 

 

Y 督導紀錄 

收到問卷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督導簽名：                     

督導編號：                     

計畫回收問卷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