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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CYP _W5（2017）題目與變項對照表
社工版問卷【2018.3 釋出】
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id

W5:樣本流水代碼

w5b1

W5:B1 家戶目前具有政府補助之資格為何?

w5b1_1

W5:B1_1 低收入戶類別

w5d1

W5:D1 受訪兒少同住家人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身心障礙證
明?

w5d2

W5:D2 受訪兒少家中(含受訪兒少)共有幾位家人領有身心障礙
手冊/身心障礙證明?

w5d3_1

W5:D3_1 舊制有幾位?

w5d3_1_1_1_1

W5:D3_1_1 第一位：稱謂

舊制

w5d3_1_1_2

W5:D3_1_1 第一位：障別

舊制

w5d3_1_1_3

W5:D3_1_1 第一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2_1_1

W5:D3_1_2 第二位：稱謂

舊制

w5d3_1_2_2

W5:D3_1_2 第二位：障別

舊制

w5d3_1_2_3

W5:D3_1_2 第二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3_1_1

W5:D3_1_3 第三位：稱謂

舊制

w5d3_1_3_2

W5:D3_1_3 第三位：障別

舊制

w5d3_1_3_3

W5:D3_1_3 第三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4_1_1

W5:D3_1_4 第四位：稱謂

舊制

w5d3_1_4_2

W5:D3_1_4 第四位：障別

舊制

w5d3_1_4_3

W5:D3_1_4 第四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5_1_1

W5:D3_1_5 第五位：稱謂

舊制

w5d3_1_5_2

W5:D3_1_5 第五位：障別

舊制

w5d3_1_5_3

W5:D3_1_5 第五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6_1_1

W5:D3_1_6 第六位：稱謂

舊制

w5d3_1_6_2

W5:D3_1_6 第六位：障別

舊制

w5d3_1_6_3

W5:D3_1_6 第六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7_1_1

W5:D3_1_7 第七位：稱謂

舊制

w5d3_1_7_2

W5:D3_1_7 第七位：障別

舊制

w5d3_1_7_3

W5:D3_1_7 第七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8_1_1

W5:D3_1_8 第八位：稱謂

舊制

w5d3_1_8_2

W5:D3_1_8 第八位：障別

舊制

w5d3_1_8_3

W5:D3_1_8 第八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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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1_9_1_1

W5:D3_1_9 第九位：稱謂

舊制

w5d3_1_9_2

W5:D3_1_9 第九位：障別

舊制

w5d3_1_9_3

W5:D3_1_9 第九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1_10_1_1

W5:D3_1_10 第十位：稱謂

舊制

w5d3_1_10_2

W5:D3_1_10 第十位：障別

舊制

w5d3_1_10_3

W5:D3_1_10 第十位：障礙程度級別

舊制

w5d3_2

W5:D3_2 新制有幾位?

w5d3_2_1_1_1

W5:D3_2_1 第一位：稱謂

新制

w5d3_2_1_2

W5:D3_2_1 第一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1_3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1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2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1_3_2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1_3_3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3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4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4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5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5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6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6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7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7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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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2_1_3_8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_3_8_1

W5:D3_2_1 第一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1_1

W5:D3_2_2 第二位：稱謂

新制

w5d3_2_2_2

W5:D3_2_2 第二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2_3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1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2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2_3_2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2_3_3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3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4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4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5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5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6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6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7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7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8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2_3_8_1 W5:D3_2_2 第二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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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其功能
w5d3_2_3_1_1

W5:D3_2_3 第三位：稱謂

新制

w5d3_2_3_2

W5:D3_2_3 第三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3_3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1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2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3_3_2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3_3_3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3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4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4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5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5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6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6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7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7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8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3_3_8_1

W5:D3_2_3 第三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1_1

W5:D3_2_4 第四位：稱謂

新制

w5d3_2_4_2

W5:D3_2_4 第四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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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2_4_3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1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2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4_3_2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4_3_3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3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4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4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5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5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6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6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7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7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8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4_3_8_1

W5:D3_2_4 第四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1_1

W5:D3_2_5 第五位：稱謂

新制

w5d3_2_5_2

W5:D3_2_5 第五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5_3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2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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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w5d3_2_5_3_2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5_3_3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3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4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4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5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5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6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6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7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7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8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5_3_8_1

W5:D3_2_5 第五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1_1

W5:D3_2_6 第六位：稱謂

新制

w5d3_2_6_2

W5:D3_2_6 第六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6_3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1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2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6_3_2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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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2_6_3_3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3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4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4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5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5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6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6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7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7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8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6_3_8_1

W5:D3_2_6 第六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1_1

W5:D3_2_7 第七位：稱謂

新制

w5d3_2_7_2

W5:D3_2_7 第七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7_3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1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2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7_3_2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7_3_3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3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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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2_7_3_4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4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5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5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6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造及其功能

w5d3_2_7_3_6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7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7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8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7_3_8_1

W5:D3_2_7 第七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1_1

W5:D3_2_8 第八位：稱謂

新制

w5d3_2_8_2

W5:D3_2_8 第八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8_3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1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2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8_3_2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8_3_3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3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4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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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變項名稱

題目說明

備註

w5d3_2_8_3_4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5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5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6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6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7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7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8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8_3_8_1

W5:D3_2_8 第八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1_1

W5:D3_2_9 第九位：稱謂

新制

w5d3_2_9_2

W5:D3_2_9 第九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9_3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統
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1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2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及
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9_3_2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9_3_3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音
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3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4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造
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4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5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新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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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版問卷釋出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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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w5d3_2_9_3_5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6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生
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6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7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肌
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7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8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9_3_8_1

W5:D3_2_9 第九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1_1

W5:D3_2_10 第十位：稱謂

新制

w5d3_2_10_2

W5:D3_2_10 第十位：鑑定綜合等級

新制

w5d3_2_10_3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1)神經系
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1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1)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2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2)眼、耳
及相關構造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10_3_2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2)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新制

w5d3_2_10_3_3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3)涉及聲
音與言語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3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3)涉及聲音與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4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4)循環、
造血、免疫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4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4)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5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5)消化、
新陳代謝與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5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5)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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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5d3_2_10_3_6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6)泌尿與
生殖系統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6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6)泌尿與生殖系統相
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7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7)神經、
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7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7)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新制

w5d3_2_10_3_8
w5d3_2_10_3_8_1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障別【可複選】(8)皮膚與
相關構造及其功能
W5:D3_2_10 第十位：障別與級別_級別_(8)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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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
新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