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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您對部分工時的工作滿不滿意？
□1.滿意
□2.不滿意，原因為：(可複選)

壹、基本資料
一、性別：□ 1.男

1.本調查之法令依據:統計法第二十條”政府辦理統計
時被調查者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本調查係為調查係為瞭解部分工時勞工之就業情
形，所獲資料僅作整體統計分析應用，絕不做其他
用途，敬請放心詳實填報

□ 2.女

□1.聘僱狀況不穩定

二、年齡：_______歲
三、教育程度： □1.國中及以下 □ 2.高中(職) □ 3.專科、大專 □ 4.碩士及以上
四、除了從事這份部分工時的工作外，您的身份為
□1.在學或準備升學 □ 3.退休後再工作者
□ 2.等待服役中
□ 4.家庭主婦

□5.另在別家公司工作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十一、請問您的收入能不能支持您的家庭生活開銷？
□1.能
□2.不能
十二、請問您有沒有領殘障手冊：□1.有

□2.沒有

貳、選擇工作之考慮因素
一、請問您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最主要目的？(單選)
□1.生活所需

□6.有效運用空餘時間

□2.貼補家計

□7.小孩已大無需照顧

□3.有效運用已有之資格及技能

□8.賺取零用錢

□4.有效運用以往之工作經驗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7.因家庭及育兒等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8.因照顧病人及老人等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3.工資及待遇佳

□9.體力上無法擔任全時工作

□4.對於工作內容感興趣

□10.親友及朋友目前正從事部分工時之工作

□5.可以馬上離職

□11.公司業務緊縮，被迫縮短工時

□6.找不到全時工作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1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三、請問您從事部分工時的薪資怎麼計算？
□1.按時，每小時_______元
□4.按件，每件_________元
□2.按日，每日_________元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3.按月，每月_________元
四、請問您從事這份部分工時平均每月薪資是_______元
若您於兩家以上之公司任職時，請問您每月總計薪資是____元
五、請問您本人現在有沒有加入勞保？
□1.有，請問如何參加？(可複選)
□(1)由部分工時工作之公司辦理勞保
□(2)透過職業工會參加勞保
□2.無
□(1)自己不想加入勞保
□(2)僱主不願意幫忙保

□(3)由全時工作之公司辦理勞保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六、請問貴公司給予您的福利，與全時勞工比較有無差異？
1.較全時
勞工好
(1)婚、喪、生育補助
□
(2)工作、年終獎金
□
(3)勞工福利金
□
(4)獎學金制度
□
(5)休閒活動、旅遊
□
(6)子女教育補助
□
(7)交通津貼
□
(8)三節獎金
□
(9)團體保險
□
(10)進修訓練
□

二、請問您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是？(可複選)
□2.工作時間及天數短

□12.與同仁欠缺互動，關係疏遠

□6.無法展現個人能力

二、請問您從事部分工時勞動時間狀況如何？
1.工作時間：(1)□固定
(2)□不固定
2.平均每日工作___小時，每週工作__日

□5.重新踏入社會

□1.能選擇工作時段

□11.福利不佳

□5.工作壓力大

一、請問您的工作有沒有訂定契約？
□1.沒有
□2.有，聘僱期限多久__年__月，或3.□不定期契約
契約型態為：
□(1)口頭方式
□(2)書面方式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八、請問您在目前服務公司之工作年資_年__月(如兼任數種工作時，以收入較多者為主)

十、請問您家庭的主要生活費來源是什麼？
□1.以您自己的收入為主【續答十一題】
□2.以配偶的收入為主【跳答十二題】
□3.以父母的收入為主【跳答十二題】
□4.以子女的收入為主【跳答十二題】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跳答十二題】

□4.難以請休假

參、勞動條件

□11.體力工、作業員
□12.家庭代工
□13.鐘點女傭
□14.照顧工作者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

九、請問您同住家人共有__人，有__人在工作，有__人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

□10.無法享有勞工保險

四、請問您未來的工作動向？(單選)
□(1) 在原來公司擔任全時員工
□(2) 在原來公司擔任部分工時員工
□(3) 到別家公司擔任全時員工
□(4) 到別家公司擔任部分工時員工
□(5) 獨立門戶，自行創業
□(6) 不想工作
□(7) 不知道

□9.金融及保險業
□10.不動產及租賃業
□11.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2.教育服務業
□13.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務業
□14.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業
□15.其他服務業
□16.公共行政業

七、請問您這份工作的主要工作內容
□1.專門技術
□6.送貨、搬運、包裝
□2.事務處理
□7.清潔
□3.電腦工作
□8.保安警衛
□4.研究、設計
□9.教育服務
□5.銷售
□10.運輸通信

□9.無法獲得教育訓練

□3.工作時間不理想

□7.陞遷機會少

五、請問這份工作是您的主業或副業？(僅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請勾選主業)
□1.主業
□2.副業
六、請問您這份工作屬於何種行業？
□1.農林漁牧業
□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製造業
□4.水電燃氣業
□5.營造業
□6.批發及零售業
□7.住宿及餐飲業
□8.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8.無法轉為全時勞工

□2.薪資低

2.與全時
勞工相同
□
□
□
□
□
□
□
□
□
□

3.較全時
勞工差
□
□
□
□
□
□
□
□
□
□

4.無該項
措施
□
□
□
□
□
□
□
□
□
□

七、請問您服務單位資遣部分工時勞工，有沒有預告期間？其預告期間為何？
□1.無預告期間
□2.有預告期間，其預告期間為何？
□(1)與全時勞工一致，依年資一律給予相同天數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較全時勞工為差
□(3)不清楚
□(4)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不清楚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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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請問您服務單位資遣或解僱部分工時勞工，有沒有給予資遣費？其給予方式為何？
□1.無資遣費
□2.有資遣費，其給予方式為？
□(1)與全時勞工一致，按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一個月平均薪資
□(2)與全時勞工一致，每滿一年約按一個月平均薪資________％給予
□(3)與全時勞工不一致，約為全時勞工給予標準之__________％
□(4)不清楚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不清楚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退休制度與全時勞工比較如何？
□1.無退休制度
□2.有退休制度，其退休金基數計算標準較全時勞工為差
□3.有退休制度，其退休金基數計算標準與全時勞工一致
□4.不清楚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如遭遇職業災害而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
所獲得之補償為何？
□1.無補償
□2.僅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向勞保局請領職災給付
□3.除勞保職災給付外，另有雇主依勞動基準法之職業災害補償
□4.不清楚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請問您服務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加班費如何計算？
□1.從不安排加班
□2.與全時勞工一致
□(1)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法定標準給付
□(2)無加班費
□(3)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請問您最近一年(92年9月至93年8月)內有沒有參加服務公司辦理的教育訓練？
□3.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1)約為全時勞工加班費給予標準之______％
□1.有，訓練項目為何？(可複選)
□(2)無加班費
□(3)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專業技術訓練
□(6)人際關係或溝通協調
□(2)外語
□(7)職業安全訓練
□4.不清楚
□(3)電腦相關課程
□(8)銷售或顧客服務之訓練
□(4)一般行政事務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十、請問您服務單位有沒有給予女性部分工時勞工產假？
□(5)領導統御業務管理
□1.有
□2.沒有
□(1)與全時勞工一致，給_________日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給_________日
□2.沒有【跳答第十二題】
二十一、請問您需不需要政府提供以下的協助？(可複選)
□3.不清楚【跳答第十二題】
□1.創業輔導
十一、請問您服務單位於上述產假期間，女性部分工時之工資如何給予？
□1.與全時勞工一致
□(1)工資全額發給
□(3)無工資
□(2)工資全額____％給予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1)約為全時勞工領取工資之_________％
□(2)無工資
□(3)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
□3.不清楚
十二、請問您服務單位有沒有提供部分工時勞工育嬰假？
□1.有
□(1)與全時勞工一致，給_____日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給_________日
□2.沒有
□3.不清楚

□2.創業貸款
□3.提供就業服務
□4.提供就業資訊
□5.提供職業訓練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不需要協助
二十二、請問您有沒有加入目前部分工時工作所屬之工會？
□1.有
□2.沒有，原因為：
□(1)不符合加入產業工會之要件
□(2)未被邀請加入工會
□(3)沒有意願加入工會
□(4)不知道部分工時工作有所屬的工會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請問您服務單位有沒有提供部分工時勞工家庭照顧假？
□1.有
□(1)與全時勞工一致，給____日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給_________日
□2.沒有
□3.不清楚
十四、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於國定假日放不放假？
□1.不放假
□2.放假，與全時勞工一致
□3.放假，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4.不清楚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每工作七日，有沒有放假一日作為例假日？
□1.不放假
□2.放假，與全時勞工一致
□3.放假，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4.不清楚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有沒有特別休假(年休假)制度？
□1.有
□(1)與全時勞工一致，依工作年資給予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沒有【跳答第十八題】
□3.不清楚【跳答第十八題】
十七、請問您服務單位部分工時勞工之特別休假(年休假)日工資如何計算？
□1.與全時勞工一致
□(1)工資全額發給
□(3)無工資
□(2)工資全額____％發給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2.與全時勞工不一致
□(1)約為全時勞工領取標準之_____％
□(2)無工資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3.不清楚

督導員：

實地訪問日期：

月

日

審核員：

實地訪問時間：

午

時

訪問員：

第 2 頁

分

共填調查表______張，本表是第_____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