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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就業狀況調查-基本調查

A 部分：基本資料
A1.是否為本人回答：

□1 是本人

A1-1 訪問方式：

□1 面對面訪問

□2 不是本人

代答者姓名：__________

□2 電話訪問

A2.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A3.請問您的出生年月日/年齡：
□1 民前
出生年月日：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2 民國

□3 其他_________

足歲：_______

A4.請問您的教育程度？
□1 不識字
□3 國小
□5 高中
□7 專科
□8 大學
□2 自修
□4 國(初)中
□6 高職(含五專前三年)
□9 研究所及以上
A5.請問您需不需要負責家計？
□1 需要，是主要家計負責人
□2 需要，是次要(輔助)家計負責人
□3 不需要負責家計
A6.請問您所屬的族別？
□1 阿美族
□6 賽夏族
□11 噶瑪蘭族
□16 卡那卡那富族
□2 泰雅族
□7 雅美族(達悟)
□12 太魯閣族
□17 其他___________
□3 排灣族
□8 卑南族
□13 撒奇萊雅族
□4 魯凱族
□9 鄒族
□14 賽德克族
□5 布農族
□10 邵族
□15 拉阿魯哇族
A7.請問您現在的婚姻狀況？
□1 未婚 跳答 B1 □2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3 離婚、分居 跳答 B1 □4 喪偶 跳答 B1
A8.請問您目前配偶所屬的族別？
□1 阿美族
□6 賽夏族
□11 噶瑪蘭族
□16 卡那卡那富族
□2 泰雅族
□7 雅美族(達悟)
□12 太魯閣族
□17 其他___________
□3 排灣族
□8 卑南族
□13 撒奇萊雅族
□18 非原住民
□4 魯凱族
□9 鄒族
□14 賽德克族
□5 布農族
□10 邵族
□15 拉阿魯哇族

B 部分：勞動力狀況
B1.請問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在做什麼工作？(請詳細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1.請問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在做什麼工作？(單選，請依據 B1 進行勾選)
□1 從事某種工作
跳答 B3
□2 利用課餘或假期工作
□3 家事餘暇從事工作
□4 有工作而未做 跳答 B4
□5 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 跳答 D1
□6 想工作而未找工作，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 跳答 D9
□7 求學及準備升學 (兼有工作者選 2、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選 5)
□8 料理家務 (兼有工作者選 3、無工作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選 5)
續問 B2
□9 高齡(65 歲以上)、身心障礙
□10 賦閒
□11 傷病
□12 現役軍人 跳答 E1
□13 監管人口、失蹤人口 結束訪問
□14 其他
續問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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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請問您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有沒有做任何有酬或無酬家屬的工作(指幫同戶長或其他家屬從事營
利工作，每週在 15 小時以上，而不支領薪資之就業者)(單選)
□1 有利用課餘、假期、農閒或家事餘暇工作
續問 B3
□2 有從事某種工作
□3 有工作而未做 跳答 B4
□4 沒有做任何工作 跳答 E1
B3.請問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您實際工作幾小時？(註：7 天的總工作時數)
主要工作：______小時
其他所有工作：______小時
(工時未滿 35 小時者續問 B3-1，餘跳答 B6)

合計：______小時

B3-1.在 9 月 9 日至 9 月 15 日您實際工作時數沒有達到 35 小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單選)
□1 業務不振
□6 照顧小孩
□2 無法找到工時大於
□7 照顧老人
35 小時之工作
續答 B3-2 □8 家事太忙(以照顧小孩或老人為主者圈 6 或 7)
□3 季節關係
跳答 B6
□4 天氣惡劣或災害影響
□9 功課太多
□5 工作本身不需 35 小時
□10 傷病、例假、事假、特別假
□12 其他___________
□11 不願多做
B3-2.請問您想不想增加工作時數？(或增加額外工作)
□1 想
□2 不想跳答 B6
B3-3.請問您想增加工作時數(或增加額外工作)的主要原因？(單選) ※答完跳答 B6※
□1 增加收入補貼家用
□3 希望全時工作
□5 工作不穩定
□2 工作時數太少
□4 目前工作只是暫時性
□6 其他____________
B4.請問在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5 日您不去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單選)
□1 傷病
□5 已定於短期內開始工作而無報酬跳問 D1
□2 季節性關係
□6 等待恢復工作續答 B5
跳問 B6
□3 例假、事假、特別假
□7 其他_____________跳答 B6
□4 已受僱用領有報酬而因
故未開始工作
B5.請問您在 12 月 9 日至 2 月 15 日有沒有工作報酬？
□1 有跳答 B6
□2 沒有續問 B5-1
B5-1.請問您在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0 日之間有沒有工作報酬？
□1 有
□2 沒有
※答完後跳答 D1※
B6.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工作的身分是什麼？(單選)
□1 雇主
□6 無酬家屬工作者(工時與 B3 答案對照)
□2 自營作業者
□1 工時未滿 15 小時者 跳答 E1
跳問 C1
□3 受非營利組織僱用者
□2 工時 15 小時以上者(含 15 小時) 跳問 C1

□4 受公司/企業僱用者

□5 受政府僱用者 續問 B6-1
B6-1.請問您有沒有正式公務員任用資格？
□1 有
□2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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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就業狀況
C1.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工作的行業是什麼？(以 12/9~12/15 為準) (單選)
□1 農林漁牧業 續問 C1-1 □8 運輸及倉儲業
□15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2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9 住宿及餐飲業
□16 教育業
□3 製造業
□10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
□17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通資訊服務業
□4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11 金融及保險業
□1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5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2 不動產業
□19 其他服務業
□6 營建工程業
□13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7 批發及零售業
□14 支援服務業
(除答(1)農林漁牧業者續問 C1-1 及 C1-2，其餘跳答 C2)
C1-1.請問您平均每年農（林漁牧）閒期間約多久？
□1 1 個月內
□3 2 至未滿 3 個月
□5
□2 1 至未滿 2 個月 □4 3 至未滿 6 個月
□6

6 個月及以上
沒有農閒時期跳答 C2

C1-2.請問您農（林漁牧）閒期間有沒有打零工？(指其他有工作報酬的零工)
□1 經常有
□2 偶爾有
□3 從來沒有
C2.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的工作是擔任什麼工作？(以 12/9~12/15 為準) (單選)
□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2 專業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4 事務支援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10 其他___________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C2-1 請問您第一份工作主要是擔任什麼工作？
□1 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2 專業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4 事務支援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10 其他___________
工作內容:________________
□11 沒有換過工作
C2-2.您在目前的工作場所工作
自開始工作以來，總工作年資

年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編號:____________

月(年資)
年

月（均填整數）

C3.請問您目前主要經濟來源工作地點的縣市及鄉鎮市區？(以 12/9~12/15 為準)
C3.1 縣

市：_______________；

代碼：

C3.2 鄉鎮市區：_______________；

代碼：

(如新北市編號為 01，請寫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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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請問您的主要經濟來源的工作是否是部分工時、定期契約或勞動派遣等非典型勞動的工作？
□1 是

□2 不是 跳答問 C5

C4-1.請問您從事的是哪一類非典型勞動的工作？(可複選)
□1 部分工時

□2 定期契約

□3 勞動派遣

□3 臨時性工作

C4-2. 您從事非典型勞動工作的原因是什麼？(單選)
□1 兼差
□2 兼顧家務
□3 求學及受訓

□4 找不到全時、正式工作 □7 準備就業與證照考試
□5 職類特性
□8 偏好此類工作類型
□6 健康不良或傷病
□9 其他________

C5.請問您目前所從事的工作是不是政府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
□1 是
□2 不是 跳答 C6
C5-1.請問您所從事的臨時性工作之期限是多久？
□13 至未滿 6 個月 □26 至未滿 9 個月 □39 至未滿 12 個月 □412 個月及以上
C5-2.請問政府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對您的生活改善有沒有幫助？
□1 非常有幫助
□2 有幫助
□3 不太有幫助
□4 完全沒有幫助
C5-3.請問政府所提供的臨時性工作，對您未來就業有沒有幫助？
□1 非常有幫助
□2 有幫助
□3 不太有幫助
□4 完全沒有幫助
C5-4.請問政府所提供的此項臨時性工作結束後您會？
□1 留在原鄉找工作
□3 回原鄉找工作
□2 離開原鄉到都會找工作 □4 留在都會找工作

C6.請問您獲得目前這份工作的求職管道？(可複選)
□1 原住民 0800-066-995 專線或都會區就業服務台
□2 託親友師長介紹
□3 看報紙
□4 自我推薦及詢問
□5 向民間人力銀行求職(含上網)
□6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含上網)
□7 學校輔導就業及畢業分發
□8 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9 原住民就業服務員轉介
□10 民意代表介紹

□5 不找工作
□6 不知道
□7 其他_________

□11 應徵招貼廣告
□12 宗教團體介紹(如：教會)
□13 企業主來找
□14 原住民社團(如：同鄉會)轉介
□15 看電視、聽廣播
□16 自行創業
□17 自耕農
□18 自營作業/自家事業
□19 其他___________

C7.請問您目前工作的場所是否有僱用外籍勞工？
□1 有
□2 沒有
C7-1.請問您認為目前工作場所僱用外勞對您的工作影響是？(可複選)
□1 部分工作項目（業務）被取代 □3 同事人際關係問題
□5 無法調薪
□2 工資下降
□4 工作時間縮短
□6 其他

※答完後跳答 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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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失業狀況
D1.請問如果現在有工作機會，您能不能開始工作？
□2 不能
□1 能 跳答 D2
D1-1.不能開始工作的原因是(單選) 答完後跳答 E1
□1 求學及準備升學
□3 高齡、身心障礙
□2 料理家務
□4 賦閒

□5 傷病
□6 其他__________

D2.請問您沒有工作而找尋工作或等待恢復工作有多久了？週數：_________週
D3.請問您用什麼方法找尋工作？ (可複選)
□1 原住民 0800-066-995 專線或都 □7 學校輔導就業及畢業分發
□13 企業主來找
會區就業服務台
□2 託親友師長介紹
□8 參加政府考試分發
□14 原住民社團(如：同鄉會)轉介
□3 看報紙
□9 原住民就業服務員轉介.
□15 看電視、聽廣播
□4 自我推薦及詢問
□10 民意代表介紹
□16 其他___________
□5 向民間人力銀行求職(含上網)
□11 應徵招貼廣告
□6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求職(含 □12 宗教團體介紹(如：教會)
上網)
D4.請 問 您 曾 經 使 用 過 哪 些 公 立 求 職 管 道 找 尋 工 作 ？ (可 複 選 )
□1 原住民人力資源網 □2 台灣就業通

□3 各區原住民就業服務辦公室 facebook □4 其他____

D5.請 問 您 想 找 個 全 時 的 工 作 ， 還 是 只 是 想 找 個 部 分 時 間 的 工 作 ？
□1 全時工作

□2 部分時間

D6.請 問 您 在 找 尋 工 作 過 程 中 ， 有 沒 有 遇 到 過 工 作 機 會 ?
□1 有

□2 沒有 跳答 D6-3

D6-1.請問您遇到什麼工作機會？(可複選)
□1 全時工作
□3 臨時性工作
□5 其他________________
□2 部分時間工作
□4 派遣工作

D6-2.請問您沒有去工作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答完後跳答 D7※
□1 待遇太低
□3 學非所用
□5 離家太遠
□7 遠景不佳
□2 工作環境不良 □4 工時不適合
□6 無一起工作的同伴 □8 其他___________
D6-3.請問您找尋工作中，遭遇的困難是什麼？ (可複選)
□1 就業資訊不足
□6 教育程度限制
□11 要照顧家庭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
□2 本身技術不合
□7 年齡限制
□12 職災造成身體傷害限制工作機會
□3 生活圈內沒有工作機會
□8 性別限制
□13 其他__________
□4 生活圈以外沒有工作機會 □9 原住民身分限制
□5 工作機會被外勞排擠
□10 身體不好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
D7.請問您從前有過工作嗎？
□1 有
□2 沒有跳答 D8
D7-1.請問您離開上次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單選)
□1 工作場所業務緊縮或歇業
□5 健康不良
□2 季節性或臨時性的工作結束
□6 本身工作問題被解僱
□3 對原有工作不滿意
□7 家務太忙
□4 工作場所外移
□8 因原住民身分被歧視
D7-2.請問您離開上次工作的方式是？
□1 自願離職
□2 非自願離職

□9 退休
□10 結婚或生育
□11 發生職災無法工作
□12 其他__________

原住民族委員會

D8.請問您最希望從事哪些項目的工作內容?(包括自行創業)(可複選，最多選三項) 跳答 D10
□1 行政經營
□2 業務行銷
□3 人事法務
□4 財會金融
□5 廣告美編

□6 客戶服務
□7 電腦硬體
□8 資訊軟體
□9 品管製造
□10 技術服務

□11 營建職類
□12 傳播媒體
□13 娛樂演藝
□14 教育學術
□15 交通及物流服務

□16 餐飲旅遊運動
□17 醫藥美容
□18 保全警衛
□19 家事服務
□20 農業

□21 林業
□22 漁業
□23 畜牧業
□24 狩獵、採集
□25 其他________

D9.請問您這次沒工作時，有沒有去找工作？(勾選(1)者，確認 B1-1 的答案)
□1 有
□2 沒有
D9-1.請問您沒有找工作的原因？(可複選)
□1 就業資訊不足
□3 必須照顧家人 □5 協助家裡工作 □7 準備升學
□2 缺乏找工作的經費 □4 健康不佳
□6 協助家人復建 □8 其他__________
D10.在沒有工作期間，您主要經濟來源為何？(可複選)
□1 積蓄
□2 家庭協助
□3 親友協助

□4 社區或部落協助
□5 借貸
□6 失業給付

續答 E1

□7 政府救助
□8 民間救助
□9 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

□10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11 其他___________

E 部分：其他
E1.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工作的每月收入是多少？(沒有主要工作者填「0 元」)
_______________元
E2.請問您主要經濟來源工作外的每月其他收入(含利息、保險、房地租、社會救助、補助、投資…等其
他非主要工作的所有收入)是多少？
_______________元
E3. 請問您是否曾經離開職場一段時間(例如因結婚、生育、照顧家人、料理家務、休養身體、退休…等)，
再度恢復工作? (恢復工作意指從事任何有酬或 15 小時以上無酬家屬的工作)
□1 是
□2 否
E3-1. 請問您離開職場至再度恢復工作這一段時間有多久? _____年______月
E4.請問您們家是不是符合地方政府列冊登記有案的低/中低收入戶？
□1 是
□2 否
E5.請問您曾經在工作場所遇到職業災害嗎？(從以前至今)
□1 有
□2 沒有 跳答 E6
□3 沒有工作過 跳答 E11
E5-1.請問您是受到何種類型的職業災害？(可複選)
□1 墜落、滾落
□2 跌倒
□3 工作中被撞、衝撞 □4 物體飛落、倒塌、崩塌
□5 被夾、被捲
□6 與有害物質接觸
□7 與高、低溫接觸 □8 被刺、割、擦傷
□9 不當動作
□10 上班途中交通事故 □11 其他___________
E5-2 請問是誰提供的賠償？(可複選)
□1 雇主
□3 公保、農漁保
□5 沒有賠償
□7 不知道
□2 勞工保險
□4 民間保險
□6 其他___________
E5-3 請問您的傷害或疾病，對您工作有何影響？
□3 有時候需放慢工作節奏或 □5 因為傷害或疾病，我覺得只
□1 沒有任何影響/沒有任何疾病
改變工作方式
能作兼職的工作
□4 經常需放慢工作節奏或改
□2 會引起一些症狀，但可以工作
□6 自己覺得完全不能工作
變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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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請問您有沒有收過工作安全與職災預防宣導資料？
□1 有
□2 沒有
E7.請問您有沒有接受過職業安全衛生(含職業災害預防)相關課程？
□1 有
□2 沒有跳答 E7-2
E7-1.請問您接受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課程的辦理單位是？(可複選)
□1 政府
□3 教會
□5 民間組織
□2 工會
□4 公司
□6 其他___________
E7-2.請問您沒有參加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課程的原因是？(可複選)
□1 課程無法學以致用
□3 沒有強制規定要參加
□5 沒有時間參加
□2 沒有收到課程訊息
□4 課程不重要
□6 其他___________
E8 請問您有沒有發生過勞資爭議？
□1 有
□2 沒有
E8-1.請問是哪種勞資爭議？(可複選)
□1 薪資未付(含工時記錄錯誤)
□3 資遣費爭議
□5 退休金爭議
□2 解僱時欠薪資
□4 職業災害爭議
□6 其他___________
E9.請問您從以前到現在，在工作的場所中有沒有因為原住民的身分受到歧視？
□1 有
□2 沒有
E10.假設您的工作能力在最好的狀況為 10 分，請問您給目前的工作能力打幾分？
完全不能工作 □1 □2 □3
□4
□5
□6
□7
□8
□9 □10 工作能力最佳
E11.請問您從以前到現在有沒有參加過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
□2 以前沒參加過，目前正在參加中 跳答 E12 □3 從來沒有 跳答 E12
□1 以前有參加過
E11-1.請問您是參加哪些類型的職業訓練課程？(可複選)
□1 金屬、機械加工類 □6 電腦、資訊類 □11 職業駕駛
□2 電機、電匠類
□7 印刷、製版類 □12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
□3 電子、儀表類
□8 看護工作
□13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4 焊接、配管類
□9 清潔維護工作 □14 美容、美髮類
□5 營建、木工類
□10 車輛維修類 □15 居家服務類

□16 園藝、造景
□17 商業行銷類
□18 觀光旅遊服務類
□19 大眾傳播媒體類
□20 其他___________

E11-2.請問您參加職業訓練後，有沒有從事與職訓內容相關的工作？
□1 有 跳答 E12
□2 沒有
E11-3.請問您沒有從事相關工作的原因？(可複選)
□1 沒有工作機會
□6 酬勞太低福利差
□2 身體狀況不佳
□7 工作繁重無法勝任
□3 沒有證照，無法僱用
□8 因原住民身分被歧視
□4 改變對就業的看法
□9 結婚或生育
□5 家務太忙
□10 工作地點離住處太遠

□11 家人生病
□12 找不到與訓練相關的工作
□13 其他___________



E12.請問您想不想要(再)參加政府或民間機構所辦理的職業訓練？
□1 想
□2 不想跳答 E12-2
E12-1.想問您想要參加那些職業訓練？(可複選) 跳答 E13
□1 金屬、機械加工類 □6 電腦、資訊類 □11 職業駕駛
□2 電機、電匠類
□7 印刷、製版類 □12 文化產業技藝訓練類
□3 電子、儀表類
□8 看護工作
□13 民宿管理、餐飲服務類
□4 焊接、配管類
□9 清潔維護工作 □14 美容、美髮類
□5 營建、木工類
□10 車輛維修類 □15 居家服務類

□16 園藝、造景
□17 商業行銷類
□18 觀光旅遊服務類
□19 大眾傳播媒體類
□20 其他___________

原住民族委員會

E12-2.想問您不想要參加職業訓練的原因？(可複選)
□1 職訓課程無法學以致用
□6 無法配合職訓上課時間
□2 職訓內容遠景不佳
□7 參與職訓無法自我肯定
□3 擔心可能找不到與訓練相關工作 □8 無法負擔參與職訓的花費
□4 職訓課程不是自己想要的
□9 沒有想參加的課程
□5 職訓地點離家太遠
□10 家人生病，需要照顧

□11 身體狀況不佳
□12 家務太忙
□13 結婚或生育
□14 其他_________

E13.請問您目前需要政府提供什麼就業服務？(可複選)
□1 就業資訊
□3 就業媒合
□5 就業座談會 □7 勞動合作社輔導 □9 都不需要
□2 就業諮詢
□4 生涯輔導
□6 創業輔導
□8 其他__________
E14.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參加下列社會保險？(可複選)
□1 全民健康保險
□3 農民健康保險
□5 公保
□2 勞工保險
□4 漁民保險
□6 軍保
□9 沒有參加任何社會保險續答 E14-1

□7 國民年金
□8 其他__________
勾選 1~8 跳答 E15 

E14-1.請問您沒有參加社會保險的原因? (可複選)
□1 不知道有這些保險 □3 參加條件太嚴苛
□5 不需要參加
□7 其他__________
□2 不知道如何參加
□4 申請手續麻煩
□6 沒有多餘的錢投保 
E15.除了社會保險之外，請問您目前是否有參加其他的商業保險？(可複選)
□1 意外保險(含學生平安保險) □2 壽險 □3 醫療險

□4 其他_______ □5 沒有參加其他的保險

E16.如果有工作職缺要通知您，請問您希望透過哪些方式? (可複選)
□1 實體郵件寄送
□2 教會
□3 電子郵件寄送【E-mail：
@
】
□4 電話通知【您的電話：
】
□5 就業服務員
□6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1.非常感謝您接受訪問。請問您是否願意將本次訪問的資料提供給原住民族委員會作為後續的研究使
用? □1 願意
□2 不願意
※您的資料僅供原住民族委員會就業輔導或協助就業使用不做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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