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經濟狀況調查
調查標準期間：民國106年1月1日至106年12月31日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70400623 號
核定有效期限：至民國 107 年 12 月 31 日
注意事項：
1.本調查之法令依據：統計法第20條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者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表所填資料，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工作人員絕不得對外洩漏，如有損害貴戶權益時，依法予以議處。
3.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典通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調查。

訪問員：

訪問日期：______月______日
訪問時間：______點______分 ~ ______點______分


縣市代碼：
樣本戶號：
















層別：




鄉鎮市區代碼：







戶籍地址：
縣
鄉鎮
村
路
_____________ 市 ___________市區__________里______鄰______________街_____段
_________巷__________弄________衖________號之________第________樓之________
居住地址：□1同名單的戶籍地址
□2不同(請註明)＿＿＿＿＿＿＿＿＿＿＿＿＿＿＿＿＿＿＿＿＿＿＿＿＿＿＿＿＿
連絡電話(住家)：＿＿＿＿＿＿＿＿＿＿＿＿

連絡電話(手機)：＿＿＿＿＿＿＿＿＿＿＿＿

經濟戶長姓名：＿＿＿＿＿＿＿＿＿＿＿＿

訪問對象姓名：＿＿＿＿＿＿＿＿＿＿□同左

S1.請問登記在此戶籍地址的成員是否有具原住民身分的人？
□(1)有，登記且居住在此戶籍地址
□(2)有，但沒有居住在此(寄籍)(結束訪問)
□(3)沒有(結束訪問)
S2.本訪問表的訪問對象是？(可複選)
□(1)經濟戶長(跳答 F 部分)
□(2)次要經濟戶長(續答 S3)
□(3)家庭收支掌管者代答(續答 S3)
□(4)其他代答者(續答 S3)
S3.尋求代答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4.代答者是經濟戶長的什麼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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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部分：家庭狀況
F1.請問目前與您「同戶籍」且「共同生活」的有幾個人(包括自己且不限原住民)？_____人
【共同生活指一個星期同住5天以上者】
F1-1.與您同戶籍且共同生活的人(包括自己且不限原住民)，請依年齡、是否為原住民填寫下表。
年齡

原住民

非原住民

6歲以下

人

人

7-15歲

人

人

16-54歲

人

人

55-64歲

人

人

65歲以上

人

人

總計

人

人

加總應等於 F1
若無該年齡層家人請填 0

F2.請問目前與您「同戶籍」，但「沒有住在一起」、「有經濟依賴關係」的有幾個人？__________人
F3.請問目前與您「不同戶籍」，但「有住在一起」的有幾個人？__________人
【訪員自行填寫】家庭人數(F1+F2+F3)共_________________人
F4.請問您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什麼？(可複選，超過總收入五分之一者皆算入主要經濟來源)
□(1)所得
□(2)兄弟姊妹提供
□(3)政府補助
□(4)社會捐助
□(5)父母提供
□(6)婆家或岳父母提供
□(7)親戚朋友提供

□(8)子女提供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G 部分：經濟戶長基本資料
G1.經濟戶長性別？□(1)男性

□(2)女性

G2.請問經濟戶長今年幾歲？
□(1)15~19 歲
□(2)20~24 歲
□(5)35~39 歲
□(6)40~44 歲
□(9)55~59 歲
□(10)60~64 歲
G3.請問經濟戶長教育程度？
□(1)不識字
□(4)國(初)中
□(7)專科

□(3)25~29 歲
□(7)45~49 歲
□(11)65 歲以上

□(2)自修
□(5)高中
□(8)大學

□(4)30~34 歲
□(8)50~54 歲

□(3)國小
□(6)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9)研究所及以上

G4.請問經濟戶長需不需要負責家計？
□(1)需要，是主要家計負責人 □(2)需要，是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G5.請問經濟戶長所屬的族別？
□(1)阿美族
□(2)泰雅族
□(6)賽夏族
□(7)雅美族(達悟)
□(11)噶瑪蘭族
□(12)太魯閣族
□(16)卡那卡那富族

□(3)排灣族
□(8)卑南族
□(13)撒奇萊雅族
□(17)其他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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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需要負責家計

□(4)魯凱族
□(5)布農族
□(9)鄒族
□(10)邵族
□(14)賽德克族 □(15)拉阿魯哇族
□(18)非原住民

G6.請問經濟戶長的配偶屬於以下那種身分？
□(1)原住民續答 G6-1
□(2)漢族跳答 G7
□(4)無配偶跳答 G7
□(5)其他________跳答 G7

□(3)新住民(國籍：___________) 跳答 G7

G6-1.請問經濟戶長的先生/太太所屬的族別？
□(1)阿美族
□(2)泰雅族
□(3)排灣族

□(4)魯凱族

□(5)布農族

□(6)賽夏族
□(7)雅美族(達悟) □(8)卑南族
□(9)鄒族
□(10)邵族
□(11)噶瑪蘭族 □(12)太魯閣族
□(13)撒奇萊雅族 □(14)賽德克族 □(15)拉阿魯哇族
□(16)卡那卡那富族
□(17)其他_______
G7.請問經濟戶長從事的行業？
□(1)農林漁牧業
□(4)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7)批發及零售業
□(10)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
通資訊服務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
□(16)教育業
□(19)其他服務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8)運輸及倉儲業
□(11)金融及保險業

□(3)製造業
□(6)營建工程業
□(9)住宿及餐飲業
□(12)不動產業

□(14)支援服務業

□(15)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
社會安全
□(1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18)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業

G8.請問經濟戶長從事的行業有沒有透過創意將原住民文化元素運用或展現在產品或服務中？
□(1)有(續答 G9)
□(2)沒有(跳答 H 部分)
G9.請問經濟戶長從事的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性質為何？
□(1)視覺藝術產業
□(2)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
□(4)工藝產業
□(5)電影產業
□(7)出版產業
□(8)廣告產業
□(10)視覺傳達設計產業
□(11)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13)數位內容產業
□(14)創意生活產業
□(1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3)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
□(6)廣播電視產業
□(9)產品設計產業
□(12)建築設計產業
□(15)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H 部分：住宅
H1.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是屬於誰的？
□(1)自有(住宅所有權為家庭內共同生活居住成員擁有) /自己搭建跳答 H3
□(2)不住在一起的配偶、父母或子女所擁有(住宅所有權不屬於家庭內共同生活居住成員擁有)
跳答 H3
□(3)向政府租賃(如:社會住宅) 續問 H2
□(4)向私人租賃續問 H2
□(5)單位/公司配住續問 H2
□(6)借用(目前居住的住宅向他人借用，不需支付費用，如退休人員續住公家宿舍)跳答 I 部分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跳答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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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若房子為租賃/配住者（H1回答3、4、5者），請問您每個月的房屋租金是多少？回答完跳答I部分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3,000 元
□(3)3,000 元-未滿 5,000 元
□(4)5,000 元-未滿 6,000 元
□(5)6,000 元-未滿 7,000 元
□(6)7,000 元-未滿 8,000 元
□(7)8,000 元-未滿 9,000 元
□(8)9,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元
□(12)不需要支付租金
H3.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是什麼時候購買/搭建的？民國___________年
H4.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樓地板面積是多少？___________坪
H5.請問您現在住的房子如果出租的話，租金會是多少？________________元
H6.請問您們家目前有沒有房屋貸款？
□(1)有
□(2)沒有跳答 I 部分
H6-1.請問是向哪些單位借房屋貸款？(可複選)
□(1)銀行
□(2)信用合作社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H6-2.請問您家中目前的房屋貸款總共借（貸）了多少錢？
□(1)未滿 50 萬元
□(2)5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
□(4)150 萬元-未滿 200 萬元
□(5)200 萬元-未滿 300 萬元
□(7)400 萬元-未滿 500 萬元
□(8)500 萬元-未滿 600 萬元
□(10)700 萬元-未滿 800 萬元 □(11)800 萬元-未滿 900 萬元
□(13)1,000 萬元及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萬元

□(3)儲蓄互助社

□(3)100 萬元-未滿 150 萬元
□(6)300 萬元-未滿 400 萬元
□(9)600 萬元-未滿 700 萬元
□(12)900 萬元-未滿 1,000 萬元

H6-3.請問您家中每個月房屋貸款要繳多少錢？【106年平均每個月的繳款金額】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6)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7)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8)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9)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0)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1)70,000 元及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12)沒有在繳貸款

I 部分：經濟戶長貸款情形
I1.請問經濟戶長有沒有信用貸款、車貸、信用卡、現金卡、擔保貸款、就學貸款等消費性貸款呢？
□(1)有
□(2)沒有跳答 I2
I1-1.請問經濟戶長向哪些單位借信用貸款、車貸、信用卡、現金卡、擔保貸款、就學貸款等消費
性貸款？(可複選)
□(1)銀行
□(2)信用合作社
□(3)儲蓄互助社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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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2.請問經濟戶長的信用貸款、車貸、信用卡、現金卡、擔保貸款、就學貸款等消費性貸款總共
借了多少錢？
□(1)未滿 5 萬元
□(2)5 萬元-未滿 10 萬元
□(3)10 萬元-未滿 15 萬元
□(4)15 萬元-未滿 20 萬元
□(5)20 萬元-未滿 25 萬元
□(6)25 萬元-未滿 30 萬元
□(7)30 萬元-未滿 35 萬元
□(8)35 萬元-未滿 40 萬元
□(9)40 萬元-未滿 45 萬元
□(10)45 萬元-未滿 50 萬元
□(11)50 萬元-未滿 60 萬元
□(13)70 萬元-未滿 80 萬元
□(14)80 萬元-未滿 90 萬元
□(16)100 萬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萬元

□(12)60 萬元-未滿 70 萬元
□(15)9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

I1-3.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要繳納的信用貸款、車貸、信用卡、現金卡、擔保貸款、就學貸款等的
消費性貸款金額，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3,000 元
□(2)3,000 元-未滿 5,000 元
□(3)5,000 元-未滿 7,000 元
□(4)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5)10,000 元-未滿 12,000 元 □(6)12,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9)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1)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2)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3)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4)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15)沒有繳納
I2.請問經濟戶長有沒有創業貸款？
□(1)有
□(2)沒有跳答 I3
I2-1.請問經濟戶長向哪些單位申請或借創業貸款？(可複選)
□(1)政府單位(如原民會、經濟部) □(2)銀行
□(4)儲蓄互助社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I2-2.請問經濟戶長的創業貸款總共借了多少錢？
□(1)未滿 50 萬元
□(2)5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
□(4)150 萬元-未滿 200 萬元
□(5)200 萬元-未滿 300 萬元
□(7)400 萬元-未滿 500 萬元
□(8)500 萬元-未滿 600 萬元
□(10)700 萬元-未滿 800 萬元 □(11)800 萬元-未滿 900 萬元
□(13)1,000 萬元及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萬元

□(3)信用合作社

□(3)100 萬元-未滿 150 萬元
□(6)300 萬元-未滿 400 萬元
□(9)600 萬元-未滿 700 萬元
□(12)900 萬元-未滿 1,000 萬元

I2-3.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要繳納的創業貸款總共是多少？【106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3,000 元
□(2)3,000 元-未滿 5,000 元
□(3)5,000 元-未滿 7,000 元
□(4)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5)10,000 元-未滿 12,000 元 □(6)12,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9)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1)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2)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3)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4)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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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請問經濟戶長有沒有向親友、雇主、店家等借錢、預支薪水或賒帳等情形？
□(1)有
□(2)沒有跳答 I4
I3-1.請問經濟戶長向親友、雇主、店家等借錢、預支薪水、賒帳的金額大約多少？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3,000 元
□(3)3,000 元-未滿 5,000 元
□(4)5,000 元-未滿 7,000 元
□(5)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6)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9)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0)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1)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2)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3)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4)80,000 元-未滿 90,000 元 □(15)90,000 元-未滿 100,000 元
□(16)10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I3-2.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要還款的金額，總共是多少？(私人借貸，例如向親友借錢買房買車)
【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3,000 元
□(2)3,000 元-未滿 5,000 元
□(3)5,000 元-未滿 7,000 元
□(4)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5)10,000 元-未滿 12,000 元 □(6)12,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9)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1)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2)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3)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4)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15)勞務清償
□(16)以物易物
I4.除了消費性貸款、創業貸款、私人借貸，請問經濟戶長有沒有其他貸款？
□(1)有，請說明______________ □(2)沒有跳答 J 部分
I4-1.請問經濟戶長向哪些單位借貸？(可複選)
□(1)銀行
□(2)信用合作社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3)儲蓄互助社

I4-2.請問經濟戶長的其他貸款總共借了多少錢？
□(1)未滿 50 萬元
□(2)50 萬元-未滿 100 萬元
□(4)150 萬元-未滿 200 萬元
□(5)200 萬元-未滿 300 萬元
□(7)400 萬元-未滿 500 萬元
□(8)500 萬元-未滿 600 萬元
□(10)700 萬元-未滿 800 萬元 □(11)800 萬元-未滿 900 萬元
□(13)1,000 萬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萬元

□(3)100 萬元-未滿 150 萬元
□(6)300 萬元-未滿 400 萬元
□(9)600 萬元-未滿 700 萬元
□(12)900 萬元-未滿 1,000 萬元

I4-3.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要繳納的其他貸款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3,000 元
□(2)3,000 元-未滿 5,000 元
□(3)5,000 元-未滿 7,000 元
□(4)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5)10,000 元-未滿 12,000 元 □(6)12,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9)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1)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2)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3)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4)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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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部分：經濟戶長個人收入
J1.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工作薪水、兼差薪水、加班費、退休金、年終獎金，以及從事農林漁
業或自己做生意、經營公司等」的收入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0 元
□(2)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3)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4)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5)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6)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7)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8)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9)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0)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1)80,000 元-未滿 90,000 元 □(12)90,000 元-未滿 100,000 元
□(13)100,000 元-未滿 130,000 元 □(14)130,000 元-未滿 160,000 元
□(15)16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元
□(16)沒有這項收入
J2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接受「政府津貼補助、各種社會保險、私人保險受益」收入總共是多
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 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 沒有這項收入
J3.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紅白包禮金、私人發給救濟金/慰問金/獎助學金、向私人借住房屋省
下的房租、國外禮金/贈款」收入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3) 沒有這項收入

J4.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的「存款利息、跟會利息、股票利息、各種投資利息」收入總共是多
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J5.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的「房屋、土地出租租金」收入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
額】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7)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8)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0)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1)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2)8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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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9)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J6.除了以上這些收入以外，請問經濟戶長個人每個月「其他雜項」收入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
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6)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7)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8)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9)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0)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1)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2)8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K 部分：經濟戶長投資狀況
K1.請問經濟戶長目前有從事以下哪些投資嗎？(可複選)
□(1)銀行定存
□(2)投資股票
□(4)投資債券/期貨
□(5)買黃金
□(7)投資不動產(土地、房屋) □(8)投資外幣
□(10)參加民間跟會

□(3)投資基金
□(6)買儲蓄型或投資型保險
□(9)投資虛擬貨幣(如比特幣)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12)都沒有投資跳答 K2

K1-1.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用於投資的金額是多少？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3,000 元
□(4)5,000 元-未滿 7,000 元
□(5)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1)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3)3,000 元-未滿 5,000 元
□(6)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9)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2)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3)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4) 80,000 元-未滿 90,000 元 □(15)90,000 元-未滿 100,000 元
□(16)10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K2.請問經濟戶長每個月可以儲蓄（存錢）的金額是多少？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7)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8)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0)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1)80,000 元-未滿 90,000 元
□(13)10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6)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9)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2)90,000 元-未滿 10,000 元
□(14)沒有儲蓄

K3.除了經濟戶長本人，其他家人目前有從事以下哪些投資嗎？(可複選)
□(1)銀行定存
□(2)投資股票
□(3)投資基金
□(4)投資債券/期貨
□(5)買黃金
□(6)買儲蓄型或投資型保險
□(7)投資不動產(土地、房屋) □(8)投資外幣
□(10)參加民間跟會

□(9)投資虛擬貨幣(如比特幣)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12)都沒有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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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部分：家庭收入
L1.除了經濟戶長本人以外，家裡有沒有「其他家人」有固定收入？
□(1)有，共______________位
□(2)沒有跳答 L3
L2.承上題(L1)，請問這些有固定收入的家人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有幾位？
□(1)有具原住民身分，共______________位
□(2)沒有原住民身分
L3.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的「工作薪水、兼差薪水、加班費、退休金，或是從事農林漁牧
業或自己做生意等」總收入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0 元
□(2)10,000 元-未滿 20,000 元
□(3)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4)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5)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6)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7)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8)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9)80,000 元-未滿 90,000 元
□(10)90,000 元-未滿 100,000 元 □(11)100,000 元-未滿 130,000 元 □(12)130,000 元-未滿 160,000 元
□(13)16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元
□(14)沒有這項收入
L4.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接受「政府發給津貼、補助、各種社會保險、私人保險」總收入
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L5.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接受「紅白包禮金、私人發給救濟金/慰問金/獎助學金、向私人
借住房屋省下的房租、國外禮金/贈款」總收入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L6.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的「存款利息、跟會利息、股票利息、各種投資利息」總收入是
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6,000 元
□(7)6,000 元-未滿 8,000 元
□(8)8,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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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7.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的「房屋、土地出租租金」收入總共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
月的金額】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6)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7)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8)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9)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0)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1)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2)8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L8.包含經濟戶長本人，全家每個月除了以上這些收入以外的「其他雜項」收入總共是多少？【106
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5,000 元
□(2)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3)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4)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5)20,000 元-未滿 25,000 元 □(6)25,000 元-未滿 30,000 元
□(7)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8)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9)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0)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1)70,000 元-未滿 80,000 元
□(12)8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收入
L9.請問家中有沒有戶籍不在這裡，也沒有居住在這裡，但每個月或定期會提供家裡金錢的家人？
□(1)有
□(2)沒有跳答 M 部分
L10.請問有幾位？________位
L11.這幾位家人平均每個月提供的總金額大約多少錢？_______________元

M 部分：家庭支出
接下來請問您家庭支出的情況。因為有些家庭的支出可能是ㄧ年有幾次，並不是
每個月或經常性會有的支出（像是繳所得稅），也請包含在您的家庭支出
M1.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買米/肉/菜、水果、非酒精飲料費、糖果零食等」的費用是多
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3,000 元
□(2)3,000 元-未滿 5,000 元
□(3)5,000 元-未滿 7,000 元
□(4)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5)10,000 元-未滿 12,000 元 □(6)12,000 元-未滿 15,000 元
□(7)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8)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9)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0)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1)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2)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3)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__元
M2.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房租、水電瓦斯、住宅裝修、建築物保險等」的費用是多少？
【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1,500 元
□(3)1,500 元-未滿 2,000 元
□(4)2,000 元-未滿 2,500 元
□(5)2,500 元-未滿 3,000 元
□(7)5,000 元-未滿 10,000 元
□(8)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1)30,000 元-未滿 40,000 元
□(13)50,000 元-未滿 60,000 元
□(14)60,000 元-未滿 70,000 元
□(15)7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____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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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00 元-未滿 5,000 元
□(9)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2)40,000 元-未滿 50,000 元
□(16)沒有這項支出

M3.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上下班上下學通勤、搭乘交通工具、汽機車保養/油錢、汽機車保
險、買手機/市內電話、買車等」的費用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2,000 元
□(3)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3,000 元-未滿 4,000 元
□(5)4,000 元-未滿 5,000 元
□(6)5,000 元-未滿 7,000 元
□(7)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8)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9)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0)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沒有這項支出

□(11)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M4.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看病就醫、繳醫療保險費、購買醫療用品/設備等」的費用是多
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
□(1)未滿 500 元

□(2)500 元-未滿 1,000 元

□(3)1,000 元-未滿 2,000 元

□(4)2,000 元-未滿 3,000 元
□(5)3,000 元-未滿 4,000 元
□(6)4,000 元-未滿 5,000 元
□(7)5,000 元-未滿 7,000 元
□(8)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支出
M5.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抽煙、喝酒、吃檳榔等」的費用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
額】
□(1)未滿 500 元
□(2)500 元-未滿 1,000 元
□(3)1,000 元-未滿 2,000 元
□(4)2,000 元-未滿 3,000 元
□(5)3,000 元-未滿 4,000 元
□(6)4,000 元-未滿 5,000 元
□(7)5,000 元-未滿 7,000 元
□(8)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9)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0)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2)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3)沒有這項支出
M6.請問您全家每個月用在支付「繳各種稅、勞健保、農漁保險、買彩券、紅白包禮金、捐款」的
費用是多少？【106年平均每個月的金額，部分稅每年繳納一次請以12個月平均】
□(1)未滿 1,000 元
□(2)1,000 元-未滿 1,500 元
□(3)1,500 元-未滿 2,000 元
□(4)2,000 元-未滿 2,500 元
□(5)2,500 元-未滿 3,000 元
□(6)3,000 元-未滿 4,000 元
□(7)4,000 元-未滿 5,000 元
□(8)5,000 元-未滿 7,000 元
□(9) 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10)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1)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2)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3)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14)沒有這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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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7.除了以上的支出，請問您家庭106年有沒有以下的支出？【逐一提示選項，可複選】
全家每個月支付項目

有沒有支出

平均每個月支出金額(參考下表)

M7-1.請家庭佣人(打掃家庭/洗衣洗碗) □(1)有 □(2)沒有   

 

  

 

11
○

M7-2.各項學費/補習費/家教費

□(1)有 □(2)沒有   

 

  

 

11
○

M7-3.報紙雜誌書籍文具

□(1)有 □(2)沒有   

 

  

 

11
○

□(1)有 □(2)沒有   

 

  

 

11
○

□(1)有 □(2)沒有   

 

  

 

11
○

□(1)有 □(2)沒有   

 

  

 

11
○

M7-7.買衣服/鞋子/襪子各項衣物

□(1)有 □(2)沒有   

 

  

 

11
○

M7-8.買家具/家庭電器/廚房用具

□(1)有 □(2)沒有   

 

  

 

11
○

M7-9.保姆費/安養院/身障者照顧

□(1)有 □(2)沒有   

 

  

 

11
○

M7-10.其他費用

□(1)有 □(2)沒有   

 

  

 

11
○

M7-11.以上都沒有

□(1)圈選本選項不得圈選上面任何一個選項

M7-4.國內外跟團旅遊/運動/電影/展
覽/音樂會
M7-5.各項貸款/跟會的利息
M7-6.外食費/學生住宿費/自助旅行住
宿服務費

未滿 1,000 元
M7-1 至 M7-11 3,000 元-未滿 4,000 元
金額選項 7,000 元-未滿 10,000 元
20,000 元-未滿 30,000 元

1,000 元-未滿 2,000 元
2,000 元-未滿 3,000 元
4,000 元-未滿 5,000 元
5,000 元-未滿 7,000 元
10,000 元-未滿 15,000 元  15,000 元-未滿 20,000 元
11 30,000 元以上，請記錄________元
○

N 部分：經濟改善狀況
N1.請問您或您的家人最需要政府提供什麼幫忙？(單選)
□(1)提供職業訓練、輔導就業或轉業
□(2)提供短期低利貸款來協助自行創業
□(3)提供長期低利貸款來協助購屋或換屋
□(4)提供補助金
□(5)提供短期工作機會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7)都不需要
N2.請問您知不知道原住民族委員會有「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的業務（包含微笑貸、青年創
業貸款、經濟產業貸款）？
□(1)知道

□(2)不知道請簡要說明後，跳答 N2-3

N2-1.請問您個人或您的家人有沒有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
□(1)有

□(2)沒有跳答 N2-3

□(3)不知道跳答 N2-3

N2-2.請問您個人或您家人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金額，占您全家貸款的比例為
_____%
N2-3.請問您個人或您的家人未來有沒有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的需求？
□(1)有跳答 N2-5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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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4.請問您或您的家人未來沒有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需求的原因有哪些？(可複
選)
□(1)沒有需要跳答 N3
□(2)不知道怎麼申請 跳答 N2-6
□(3)銀行審查條件太嚴格跳答 N2-6
□(4)申請手續太麻煩 跳答 N2-6
□(5)過去有信用不良紀錄跳答 N2-6
□(6)擔心還不出貸款跳答 N2-6
跳答 N2-6 □(8)不知道跳答 N2-6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N2-5.請問您希望申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用途有哪些？(可複選)
□(1)農業生產(農林漁牧業)
□(2)商業生產(零售、餐飲、民宿、服務業等)
□(3)工業生產
□(4)教育用途(繳交學雜費、出國留學)
□(5)生活費
□(6)醫療、醫藥費
□(7)購置傢俱、家電
□(8)修建房屋
□(9)購買交通工具(汽、機車等)
□(10)婚喪喜慶
□(11)旅遊
□(12)還債
□(13)繳稅
□(1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N2-6.請問您希望從哪裡知道「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貸款」的資訊？(可複選)
□(1)電視
□(2)報紙
□(3)雜誌
□(4)廣播
□(5)網路
□(6)宣傳單
□(7)街頭海報
□(8)廣告看板(含燈箱)
□(9)車廂(內)廣告
□(10)車體(外)廣告 □(11)人員宣導（村里長、社工員、親友）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13)不需要
N3.請問您有沒有參加「儲蓄互助社 (儲互社)」？
□(1)有

□(2)沒有

N4.請問您們家是不是符合地方政府列冊登記有案的中低收入戶？
□(1)是低收入戶
□(2)是中低收入戶
□(3)不是中低收入戶

O 部分：網路設備使用狀況
O1.請問您家中現在有哪些可上網設備？(可複選)
□(1)桌上型電腦
□(2)筆記型電腦
□(4)智慧型手機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3)平板電腦
□(6)都沒有

O2.請問您家裡有沒有連上網際網路？
□(1)有
□(2)沒有

□(98)不知道

※您的資料僅供原住民族委員會探討經濟狀況使用不做他途※

【特殊狀況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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