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表
（青年受雇者就業專題）
資料時間：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壹、目前就業情況
一、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型態：
□1. 全日工作
□2. 部分工時工作(指較全時勞工正常上班時數有相當程度縮短者)
二、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已經做＿＿＿＿年，這是您第＿＿＿＿＿個工作
三、請問您目前工作平均每月的工作收入（若按時、按日或按件計酬者，請換算成平均
每月之薪資，其中薪資含本薪、津貼、加班費及獎金等）：_____________元
四、請問您平均每週工作＿＿＿＿＿小時？（不含加班）
五、請問您今年（95 年）至目前為止有沒有加班？
□ 1. 沒有加班
□ 2. 有加班，（1）平均每月加班＿＿＿＿小時
(2）有沒有加班費？□ 有
□ 沒有
六、請問您是否願意配合公司業務需要而加班？
□1. 非常願意
□2. 有點願意
□3. 普通
□4. 不願意加班
□5. 完全不願意加班 □6. 不知道
七、請問您若是加班費合理的話，是否願意加班?
□1. 非常願意
□2. 有點願意
□3. 普通
□4. 不願意加班
□5. 完全不願意加班 □6. 不知道
八、請問您獲得目前工作的方法：
（可複選）
□1. 自我推薦
□2. 親友推薦
□3. 從報紙或各類媒體廣告應徵
□4. 師長推薦
□5.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1)上網站登錄 □(2)其他______）
□6.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1)上網站登錄 □(2)其他_____）
□7. 參加現場徵才活動或就業博覽會
□8.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貳、初次就業經驗(求學時打工不算)
一、請問您畢業後，找到的第一個工作花了多少____________個月
二、請問您初次就業時的年齡是_________歲
三、請問您初次就業時每月起薪為_____________元（若按時、按日或按件計酬者，請
換算成平均每月之薪資，其中薪資含本薪、津貼、加班費及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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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問您初次尋職是否有遭遇到困難？
□1.有遇到困難，遇到的困難為（可複選）
□(1) 求職管道不足
□(2) 求職面試技巧不足或不會寫履歷
□(3) 工作內容要求不瞭解
□(4) 不知道自己適合做哪方面工作
□(5) 技能不足
□(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2. 沒有遇到困難
五、請問您初次就業時選擇工作的主要考慮因素為何？
最主要____________次要_____________再次要_____________
1. 能學以致用的工作
2. 能學習到知識技能
3. 工作穩定性
4. 有發展前景
5. 待遇高
6. 通勤方便
7. 符合自己興趣的工作 8. 工作負擔較輕
9. 有挑戰性
10.有升遷機會
11.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六、請問目前工作是否是您的第一份工作?
□1.是，第一份工作
□2.不是，第一份工作做了____________個月
離開第一份工作的原因為？(可複選)
□(1)待遇太低
□(2)工作無發展前景
□(3)性向不合
□(4)工作環境不佳
□(5)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
□(6)公司經營困難（如破產、倒閉）
□(7)家庭或健康因素（如結婚、生產）
□(8)工作太累壓力大
□(9)與同事或主管相處困難 □(10)想自行開創事業
□(11)被解僱
□(12)準備考試
□(1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未來職業生涯發展規劃
一、請問您現在有沒有轉換工作的打算?
□1. 沒有
□2. 有，主要原因為何? (可複選)
□(1)待遇太低
□(2)工作無發展前景
□(3)性向不合
□(4)工作環境不佳
□(5)個人技能無法有效發揮
□(6)公司經營困難（如破產、倒閉）
□(7)家庭或健康因素（如結婚、生產）
□(8)工作太累壓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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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與同事或主管相處困難
□(10)想自行開創事業
□(11)準備考試
□(12)擔心被解僱
□(1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二、請問您是否有意願到海外工作？
□1.願意，請從下列地區選出你想前往工作地點（可複選）
□(1)大陸地區
□(2)亞洲（不含大陸）
□(3)美洲
□(4)歐洲
□(5)非洲
□(6)大洋洲
□2.不願意
三、請問您是否有機會到海外工作？ □1.有機會 □2.無機會
四、請問您目前有沒有持有哪方面的證照？
□1. 有證照，持有的證照為（可複選）
□(1)技術士證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3)金融從業人員證照
□(4)電腦相關證照
□(5)語文認證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2. 沒有證照
五、請問您今年（95 年）內，有沒有曾經參加職業訓練(含工作場所提供之訓練)？
□1. 有，參加的訓練項目? （可複選）
□(1)專業技術訓練
□(2)語文
□(3)電腦相關課程
□(4)一般行政事務
□(5)領導統御業務管理
□(6)人際關係溝通協調
□(7)職業安全訓練
□(8)銷售或顧客服務之訓練
□(9)其他（請說明）＿＿＿＿＿＿＿＿＿
□2. 沒有，未參訓主因？
□(1)不知道提供訓練課程的單位或機構
□(2)沒有適合的訓練課程
□(3)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參加
□(4)參加訓練的費用太高，負擔不起
□(5)參加訓練對升遷或尋(轉)職沒有幫助
□(6)目前的技能夠用，不需要再參加訓練
□(7)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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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問您今年（95 年）內，有沒有參加學校進修課程? （或函授教學）
□1. 有
□2. 沒有，未進修主因？
□(1)沒有適合的學校或課程
□(2)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參加
□(3)進修的費用太高，負擔不起
□(4)進修對於升遷或尋（轉）職沒有幫助
□(5)滿意目前的學歷
□(6)其他（請說明）＿＿＿＿＿＿＿＿＿

肆、公立就服中心運用情形及對政府施政措施的看法
一、請問您是否知道勞委會職訓局提供之下列各項就業媒合服務?
1.到公立就業服務站（台）登記求職?
□ (1)知道，有沒有利用這項管道尋職 ?
□ 沒有
□ 有，有沒有找到工作? □A.有

□B.沒有

□ (2)不知道
2.至『全國就業 e 網（www.ejob.gov.tw）』登記求職?
□ (1)知道，有沒有利用這項管道尋職 ?
□ 沒有
□ 有，有沒有找到工作? □A.有
□

□B.沒有

(2)不知道

3.參加『就業博覽會』登記求職?
□ (1)知道，有沒有利用這項管道尋職 ?
□ 沒有
□ 有，有沒有找到工作? □A.有
□

□B.沒有

(2)不知道

二、請問您建議或希望政府提供哪些服務以促進青年就業？
(可複選)
□1.提供就業服務及資訊
□2.辦理徵才活動
□3.提供面試技巧及產業趨勢等研習課程
□4.提供法令宣導及工作權益等說明課程
□5.辦理職業訓練及在職訓練
□6.提供職業輔導或就業心理測驗
□7.提供創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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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供創業貸款
□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伍、基本資料
一、請問您的性別? □1. 男
□2. 女
二、請問您的年齡? ____________歲
三、您的教育程度（已取得畢業證書之最高學歷）?
□1. 國中及以下 □2. 高中
□3. 高職
□4. 專科
□5. 大學
□6. 碩士
□7. 博士
四、您在學時的科系（已取得畢業證書之最高學歷）(大專以上學歷填本問項)?
□1. 理
□2. 工
□3. 醫
□4. 農
□5. 商
□6. 管
□7. 法
□8. 文
□9. 藝術
□10.傳播
□11.其他___________
五、目前工作的機構為：
□1. 政府機關
□2. 公營事業
□3. 民營企業
□4. 學校或學術研究機構
□5. 非營利組織（民間團體）
□6. 其他（請說明）
六、請問您服務之事業單位所在縣市？
□1.台北市
□2.高雄市
□3.北區(台北縣、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市、基隆市)
□4.中區(苗栗縣、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5.南區(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屏東縣、澎湖縣)
□6.東區(花蓮縣、台東縣)
□7.金門、馬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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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請問您目前工作的性質（指職業別）：
職 類 別
例 舉
□1.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 如雇主、廠長、經理等
員
□2.專業人員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士、會計師、行銷廣
告公關投資相關之商業專業人員、律師、各
類工程師、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藝術
家等
□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如課長、店長、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
究助理、設備控制人員、品檢、研究助理、
仲介、專員、行銷/業務人員、企業監督人員
等
□4.事務工作人員
如會計及出納、櫃台事務、總機、收帳、文
書處理等
□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
如領隊、廚師、餐飲服務、美容美髮、保全、
消防、警察、模特兒、店員、售貨員等
□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
如園藝、飼育、漁撈等
□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
如各類技工、工匠等
□8.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
如固定生產設備或機械組裝操作、駕駛等
□9.非技術工及體力工
如攤販、快遞、兜售、大樓管理員等
□10.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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