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閩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訪問表

[調查期間] 91 年 07 月 26 日- 91 年 08 月 20 日
一、最近一年來生活上重大改變及滿意程度
[問項 1] 請問您最近一年來在生活上有那些重大的改變？（可複選）
□1.訂婚、結婚或同居
□3.離婚、分居
□5.工作有升遷
□7.失業或事業失敗
□9.自己有重大傷病
□11.受到犯罪侵害
□13.其他（請說明_____）
□15.不知道或沒意見

□2.生小孩
□4.買房子
□6.創業、找到工作或換工作
□8.重大財物損失
□10.親人死亡或重大事故、疾病
□12.染上惡習
□14.無重大改變
□16.拒答

[問項 2]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生活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二、目前生活中對下列項目滿意程度
[問項 3]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4]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財務狀況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5]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休閒生活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6]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社會交際活動情形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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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7]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為？
□1.未婚（跳問項 9）
□2.有配偶或同居
□3.離婚或分居（跳問項 9）□4.喪偶（跳問項 9）
□5.拒答（跳問項 9）
[問項 8] 請問您對自己目前的夫妻生活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9] 請問您的父或母（已婚女性指公婆）是否健在？您對自己目前與父母的關
係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父母雙亡（公婆雙亡）
□7.拒答
[問項 10] 請問您有子女嗎? 您對自己目前與子女的關係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沒有子女
□7.拒答
[問項 11] 請問您目前有工作嗎? 您對自己目前的工作狀況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沒有工作
□7.拒答
[問項 12]請問您對自己目前與鄰居相處情況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13]請問您對目前的社會風氣、倫理道德滿不滿意？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14] 請問您對您目前居住地的交通狀況滿不滿意？（包括交通秩序、通勤、通
學便利性）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3.不太滿意
□4.很不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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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社會治安滿意程度
[問項 15] 請問您對目前居住地週遭的治安狀況滿不滿意？
□1.很滿意（跳問項 17）
□2.還算滿意（跳問項 17）
□3.不太滿意（續答問項 16）
□4.很不滿意（續答問項 16）
□5.無意見或很難說（跳問項 17） □6.拒答（跳問項 17）
[問項 16]請問您對目前居住地週遭的治安感到不滿意的原因？（可複選，原則不先提示
選項）
□1.常發生竊盜案件
□2.曾發生搶劫案件
□3.常有不良少年聚集逗留
□4.曾發生聚眾鬥毆事件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對目前住宅四周環境的滿意程度
[問項 17] 除了治安狀況以外，請問您對目前所居住的住宅四周環境滿不滿意？
□1.很滿意（跳問項 19）
□2.還算滿意（跳問項 19）
□3.不太滿意（續答問項 18）
□4.很不滿意 （續答問項 18）
□5.無意見或很難說（跳問項 19） □6.拒答（跳問項 19）
[問項 18] 請問您對目前住宅四周環境不滿意的原因是？（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
示選項）
□1.交通不方便
□2.鄰里關係不佳
□3.缺乏公園綠地
□4.常有垃圾污染
□5.常有噪音污染
□6.排水不良會淹水
□7.常有空氣污染
□8.停車困難
□9.消防設施不足
□10.流浪狗很多
□11.攤販很多
□12.住商混雜
□13.聲色相關行業很多（如 KTV、PUB、網路咖啡店）
□14.常有飲用水污染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拒答
五、對婚姻及生育觀念的看法
[問項 19]請問您目前對下列的婚姻觀念贊不贊成？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或很難說 拒答
1.只要自己喜歡單身生活，
就可以不結婚---------------------□-----□----------□--------□
2.不管年齡有多大，
要先有事業或經濟基礎才結婚-------□-----□----------□--------□
3.只要兩情相悅，同居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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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要結婚---------------------□-----□----------□--------□
4.只要夫妻雙方理念不合(不含發生外遇或暴力行為)，
就可以離婚-----------------------□-----□----------□--------□
[問項 20]請問您目前對下列的生育觀念贊不贊成？
贊成 不贊成 無意見或很難說 拒答
1.男女結婚後，不一定要生育子女-----□-----□----------□--------□
2.如果要生育子女，只要一個就夠了，
不必生育兩個以上-----------------□-----□----------□--------□
3.如果不能提供子女有安全、愉快及良好教育的環境，
就不應該生育子女-----------------□-----□----------□--------□
4.既然不能確定養兒可以防老，
就不一定要生兒育女---------------□-----□----------□--------□
5.因為生育子女會加重生活負擔，分散工作的心力，
所以應該少生育子女---------------□-----□----------□--------□
六、對未來生活之預期、憂心的問題及想過的生活
[問項 21]請問您預期一年後的生活狀況比目前較好或較壞？
□1.好很多
□2.好一些
□3.差不多
□4.壞一些
□5.壞很多
□6.無意見或很難說
□7.拒答
[問項 22]請問您對未來生活上最憂心的問題是？（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事業問題
□2.財務問題
□3.健康問題
□4.婚姻問題
□5.求學問題
□6.小孩教養及求學問題
□7.交友問題
□8.人身安全問題
□9.居住問題
□10.父母健康或奉養問題
□11.自己養老問題
□12.其他（請說明_____）
□13.沒有憂心的問題
□14.拒答
[問項 23]請問您未來想過什麼樣的生活？（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有良好工作或事業順利的生活
□2.治安良好安全的生活
□3.有自己的房子的生活
□4.有一些儲蓄的生活
□5.能與自己興趣相符的生活
□6.身體健康的生活
□7.年老後能安心的生活
□8.能與家人團圓和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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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良好居住環境的生活
□10.有良好婚姻的生活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不知道或很難說
□13.拒答
七、認為政府最應迅速加強辦理那些工作以提昇國民生活品質
[問項 24]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目前政府在[行政效率]方面，最應迅速加
強辦理那些工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杜絕貪污瀆職現象
□2.改進選舉制度,淨化選舉風氣
□3.簡化行政手續,加強便民服務
□4.構建電子化的政府
□5.落實地方自治
□6.精簡政府組織
□7.改進基層人員服務態度
□8.加速修訂不合時宜法規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不知道或很難說
□11.拒答
[問項 25]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政府在[改善社會治安]方面，最應迅速加
強辦理那些工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增加警察人力
□2.提升警察破案能力
□3.端正警察風紀
□4.加強打擊暴力犯罪
□5.加強偵辦竊盜案件
□6.加強檢肅流氓幫派
□7.加強查緝吸毒及販毒
□8.加強查緝非法槍彈刀械
□9.加強臨檢特種行業
□10.增加警察裝備器材
□11.勸導媒體不要過度報導犯罪案件
□12.加強學校法治觀念教育，並減少中輟學生
□13.加強改善不良社會風氣及宣揚優良倫理道德
□14.加強查禁不良網際網路，以減少色情及犯罪手法等之傳播
□15.加強警察巡邏及守望相助
□16.加重犯罪者之罪刑
□1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不知道或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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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拒答
[問項 26]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政府在火災、水災、風災及地震等的[消防
工作]方面，最應迅速加強辦理那些工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
項）
□1.充實消防人力
□2.充實救災、救護車輛及裝備器材
□3.加強消防設備及設施
□4.加強消防人員訓練，提升救災效能
□5.加強消防安全檢查
□6.加強防災教育宣導
□7.健全防災體系，加強救災資源整合與協調聯繫
□8.加強液化石油氣及爆竹工廠安全管理
□9.加強宣導採用防火建材
□10.加強拆除違建，打通防火巷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不知道或很難說
□13.拒答
[問項 27]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目前政府在改善公共安全上，除了社會治
安與消防以外，在[公共工程及建築管理]方面，最應迅速加強辦理那些工
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加強公共場所建築物安全設施檢查
□2.落實公寓大廈之管理
□3.加強拆除違章建築
□4.加強道路、橋樑安全檢測
□5.加強排水設施之建設、疏濬及維護
□6.加強河川整治及堤防建設
□7.加強土石流防治
□8.加強取締山坡地濫墾、濫建
□9.加強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10.加強預防天然災害發生宣導
□11.加強公共工程建設品質，避免偷工減料
□12.加強公共工程工地的安全設施管理
□13.加速施工進度，避免影響居住環境品質
□14.避免亂挖馬路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不知道或很難說
□17.拒答
[問項 28]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目前政府在改善[社會風氣、倫理道德]方
面，最應迅速加強辦理那些工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輔導宗教團體加強社會教化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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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導正宗教不當活動
□3.改善社會不良風氣
□4.倡導善良風俗習慣
□5.加強基本教育（學校與家庭教育）
□6.取締色情書刊雜誌及廣告
□7.取締六合彩，遏止賭風
□8.制止媒體不斷渲染違反社會風氣、倫理道德行為
□9.對於社會優良典範給予嘉勉並公開表揚
□10.對於公眾人物不當行為應給予指正
□11.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不知道或很難說
□13.拒答
[問項 29]為了提升國民生活品質，您認為目前政府在[社區建設]方面，最應迅速加
強辦理那些工作？（最多選三項，原則不先提示選項）
□1.辦理社區守望相助
□2.開拓社區志願服務
□3.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
□4.推展社區民俗育樂活動
□5.確保公共建設品質及安全
□6.增設社區遊樂設施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不知道或很難說
□9.拒答
八、族群融合狀況
內政部為了瞭解不同族群的通婚狀況，請您回答下列問項：
[問項 30]請問您的父親、母親、本人及配偶是屬於那一族群? 請就您個人的認知來
回答：
父親
母親
本人
配偶
(係指生父母、非指公婆)
(限問有配偶或同居者)
(1) 臺灣閩南人----------□-------□--------□-------□
(2) 臺灣客家人----------□-------□--------□-------□
(3) 臺灣原住民----------□-------□--------□-------□
(4) 大陸各省市人--------□-------□--------□-------□
(5) 外國人--------------□-------□--------□-------□
(6) 不知道或很難說------□-------□--------□-------□
(7) 拒答----------------□-------□--------□-------□
[問項 31]請問您有沒有已結婚的子女（限問有子女者）
□1.沒有（續答問項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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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請依長幼順序回答子女及其配偶的族群別（超過第 6 人以上者，免
再續問）
老大 配偶 老二 配偶 老三 配偶 老四 配偶 老五 配偶
一、子女性別
(1)男------------□---□---□---□---□---□---□---□---□---□
(2)女------------□---□---□---□---□---□---□---□---□---□
二、子女配偶的族群別
(1)臺灣閩南人----□---□---□---□---□---□---□---□---□---□
(2)臺灣客家人----□---□---□---□---□---□---□---□---□---□
(3)臺灣原住民----□---□---□---□---□---□---□---□---□---□
(4)大陸各省市人--□---□---□---□---□---□---□---□---□---□
(5)外國人--------□---□---□---□---□---□---□---□---□---□
(6)不知道或很難說□---□---□---□---□---□---□---□---□---□
(7)拒答----------□---□---□---□---□---□---□---□---□---□

九、對政府推動「家庭暴力防治業務」
、
「性侵害犯罪防治業務」的看法
〔問項 32〕您知不知道政府為加強家庭暴力防治、性侵害防治、兒童少年保護及失
蹤兒童協尋工作，目前提供 24 小時免費「113 婦幼保護專線」電話？
□1.完全知道
□2.有些知道
□3.不知道
□4.拒答
〔問項 33〕您知不知道政府為預防家庭暴力、保障被害人權益及促進家庭和諧，自
民國八十八年開始全面實施「家庭暴力防治法」
，被害人可以向法院聲請
民事保護令？
□1.完全知道
□2.有些知道
□3.不知道（跳問項 35） □4.拒答（跳問項 35）
〔問項 34〕您贊不贊成家庭暴力被害人於發生家庭暴力後，可向政府或民間團體尋
求協助，或向法院聲請保護令？
□1.很贊成
□2.還算贊成
□3.不太贊成
□4.很不贊成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35〕您知不知道政府為預防性侵害犯罪、保障被害人權益，自民國八十六年
開始實施「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被害人可以向政府尋求協助及聲請各項
補助？
□1.完全知道
□2.有些知道
□3.不知道
□4.拒答
〔問項 36〕您對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除接受法律制裁外，應另接受心理
治療或輔導，贊不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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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很贊成
□3.不太贊成
□5.無意見或很難說

□2.還算贊成
□4.很不贊成
□6.拒答

〔問項 37〕您對於刑法自九十年一月一日修正後，對於大部份強暴行為不論被害人
提不提告訴，政府都會基於公權力主動調查起訴，贊不贊成？
□1.很贊成
□2.還算贊成
□3.不太贊成
□4.很不贊成
□5.無意見或很難說
□6.拒答
〔問項 38〕您是否曾經看過與「家庭暴力防治」或「性侵害防治」有關的宣導？
□1.常常看到
□2.偶而看過
□3.不曾看過 (跳問項 40) □4.拒答（跳問項 40）
〔問項 39〕您曾於下列何種情形下接觸「家庭暴力防治」或「性侵害防治」有關的
宣導？（可複選）
□1.電視
□2.廣播
□3.公車廣告
□4.看板(含電子看板)
□5.報紙
□6.雜誌期刊
□7.親自參與宣導活動
□8.電腦網路
□9.其他（請說明_____） □10.拒答
十、認為目前國內的社會福利有那些項目亟須加強辦理
[問項 40] 您認為目前國內的社會福利有那些項目亟須加強辦理？(最多選三項，原
則不先提示選項)
□1.國民年金制度
□2.失業保險
□3.社會救助
□4.老人福利服務
(低收入戶、急難救助)
□5.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
□6.兒童福利服務
□7.少年福利服務
□8.促進兩性平權措施
□9.醫療保健
□10.發展社區照護體系
□11.志願服務
□12.輔購(建)住宅
□13.國民就業服務
□14.婦女人身安全保護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 □16.敬老福利生活津貼
□17.無意見
□18.拒答
十一、參與志願服務情形及看法
[問項 41] 請問您知不知道去（九十）年一月政府頒布的「志願服務法」？
□1.完全知道
□2.有些知道
□3.不知道
□4.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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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42] 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參與過志願服務工作？平均每週服務幾小時或是不
固定參與？
□1.未滿 1 小時
□2.1~未滿 2 小時
□3.2~未滿 4 小時
□4.4~未滿 8 小時
□5.8 小時以上
□6.偶爾參與
□7.沒有參與過 （跳問項 46） □8.拒答（跳問項 46）
[問項 43]您參加的志願服務活動是？（可複選）
（對寺廟教堂等宗教團體之服務活動不屬於志願服務，惟若參與宗教團體舉
辦對社會具貢獻之服務活動，可依其活動項目選擇勾選。如義診，可勾選
項目 4；又如緊急救助，可勾選項目 7）
□1.社會福利服務（包括身心障礙者、老人、婦女、少年、兒童、低收入戶、
單親家庭、綜合等福利服務）
□2.環保及社區服務（含巷道清掃）
□3.教育服務（含學校義務服務）
□4.醫療衛生保健服務（含醫院服務）
□5.文化休閒體育服務
□6.諮詢性或輔導性服務（如張老師、生命線）
□7.消防及救難服務（含義消、民防隊）
□8.交通服務（含義警）
□9.科學服務
□10.合作發展
□11.經濟服務
□12.研究服務
□13.志工人力之開發
□14.聯合活動之發展
□15 志願服務活動之提昇
□1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
□17.拒答
[問項 44]您參加志願服務活動的途徑是？（可複選）
□1.自己是組織成員
□2.由組織內成員介紹
□3.由非組織內成員之親友介紹
□4.從宣傳單或海報獲知
□5.從媒體宣傳得知（如電視、廣播）
□6.從電腦網路得知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
□8.未透過任何管道主動尋找參與
□9.拒答
[問項 45]您對參加的志願服務活動滿不滿意？（答完請跳問項 49）
□1.很滿意
□2.還算滿意
10

□3.不太滿意
□5.無意見或很難說

□4.很不滿意
□6.拒答

[問項 46]您最近一年沒有參與志願服務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單選）
□1.沒時間
□2.沒興趣
□3.沒想過
□4.身體不好
□5.無法獲得活動資訊
□6.沒有同伴
□7.無適當活動地點
□8.無法增長見聞
□9.無法滿足理想
□10.其他（請說明_______）
□11.拒答
[問項 47]您未來一年是否願意參與志願服務工作？願意參與的時間為？
□1.星期例假日
□2.非星期例假日
□3.寒暑假
□4.不一定
□5.不知道（跳問項 49）
□6.有時間就願意（跳問項 49）
□7.不願意參與（跳問項 49） □8.拒答（跳問項 49）
[問項 48]您願意參與志願服務日的時段為？
□1.非星期例假日上午
□2.星期例假日上午
□3.非星期例假日下午
□4.星期例假日下午
□5.非星期例假日晚上
□6.星期例假日晚上
□7.都可以
□7.拒答
十二、申辦戶地政業務之看法
[問項 49]請問您最近一年是否曾經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書？
□1.有
□2.沒有(跳問項 51)
□3.忘記了(跳問項 51)
□4. 拒答(跳問項 51)
[問項 50]請問您申請印鑑證明書的用途為何？
□1.申辦地政(房地產)業務
□2.申辦銀行業務
□3.法院公、認證
□4.保險理賠
□5.其他：
(請說明)
[問項 51]請問您贊不贊成戶政事務所廢止核發印鑑證明書？
□1.贊成
□2.不贊成
□3.無意見或很難說
□4.拒答
[問項 52]如果您有需要申辦房地產登記等地政業務，您會選擇何種方式辦理？(單選)
□1.本人親自到地政機關申辦
□2.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證明書後，委託他人申辦
□3.向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相關文件後，委託他人申辦
□4.向具簽證資格的地政士(代書)簽證相關文件後，委託他人申辦
□5.到地政事務所設置土地登記印鑑卡
□6.無意見或很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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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拒答
十三、基本資料
[問項 53] 性別(請訪員自行判斷)
□1.男

□2.女

[問項 54]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為？
□1.小學及以下
□3.高中（職）
□5.大學
□7.拒答
[問項 55] 請問您今年幾歲？
□1.二十至二九歲
□3.四十至四九歲
□5.六五歲及以上

□2.國（初）中
□4.專科
□6.研究所及以上

□2.三十至三九歲
□4.五十至六四歲
□6.拒答

[問項 56] 請問您目前家中共同生活人數有幾人？（包含本人）
□1.獨居
□2.二人
□3.三人
□4.四人
□5.五人
□6.六至九人
□7.十人及以上
□8.拒答
[問項 57] 請問您目前和那些人同住在一起?（可複選）
□1.父母（含父或母）
□2.配偶（含同居人）
□3.未婚子女
□4.已婚子女（含其配偶）
□5.孫子女
□6.朋友
□7.其他親戚（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
□8.獨居
□9.住在老人(院)安養或養護機構
[問項 58] 請問您從事的職業為?
□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及經理人員
（如企業負責人及主管人員、政府行政主管人員、學校校長）
□2.專業人員
（如研究人員、資訊專業人員、建築師、教師）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如電機工程技術員、生物科學技術員，財物及銷售助理專業
人員）
□4.事務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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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打字員、出納、接待員、總機人員）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如嚮導人員、保全人員、模特兒、攤販及市場售貨員）
□6.農、林、漁、牧人員
（農藝作物栽培工作者、家畜飼育及有關工作者、水產養殖工
作者）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礦工、板金工、鍛工、機動車輛裝修工、電子設備裝修工）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造紙設備操作工、機械組裝工、汽車駕駛員）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小販、洗車工、搬運工、自動販賣機收款員）
□10.現役軍人
□11.家庭管理
□12.求學或準備升學
□13.失業中（求職或受訓中）
□14.退休或高齡
□15.養病中
□16.無工作能力或不想工作
□17.拒答
[問項 59] 請問您平均每月收入為?
□1.無收入
□3.二萬至未滿三萬元
□5.四萬至未滿五萬元
□7.六萬至未滿七萬元
□9.十萬元及以上

□2.未滿二萬元
□4.三萬至未滿四萬元
□6.五萬至未滿六萬元
□8.七萬至未滿十萬元
□10.拒答

[問項 60] 請問您目前居住地的都市化程度為？（按行政區分）
□1.都市
□2.城鎮
□3.鄉村
□4.拒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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