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
0~未滿 6 歲學齡前兒童問卷填表說明
第一部分：兒童與受訪者基本資料
一、請問府上這位兒童的基本資料為何？
1-1.性別：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1-2.生日：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1-3.雙(含以上)胞胎：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1-4.這位兒童的排行：請就訪問表所列(1)~(3)，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二、請問府上這位兒童是否領有下列生活扶助（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
(1)~(4)，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針對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少年、因懷孕或生育而
生活扶助
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其他經縣（市）主管機
關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無力維持
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發給兒童及少年生活扶助費，每人
每月約 1,969 元-2,384 元。
(2)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父母如有失業、入獄服刑、離婚、患有重大疾病、精神疾
緊急生活扶助
病、藥酒癮戒治等，且經社工員調查評估有經濟急困者，
即給予每月 3,000 元的緊急生活扶助，原則補助 6 個月，
最長補助 1 年。
(3) 領 有 特 殊 境 遇 內政部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
生活扶助
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特制定「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條例」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包括緊急生活扶助、
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
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
(4)以上皆無

無上述選項(1)~(3)之情況。

三、請問您與這位兒童的關係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14)，擇一勾選，
勾選(1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第二部分：兒童家庭狀況
一、請問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兒童同住：同住係指每週同住五天及以上者，
包含外勞等，若(a)平日兒童均住在保母家，則以回到原生家庭的狀況
填寫(b)若同住者同住時間均未達每週 5 天以上，係指同住時間較長者。
兄弟姊妹包括同母異父、同父同母及養父、養母所生的小孩。請就訪問表
所列(1)~(8)，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請問與這位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兒童本身)：請依實際
狀況，將不含兒童本身，與兒童同住的人數填在橫線上。
2-1、與這位兒童同住的成人(20 歲以上，含父母親)有幾人：係指與兒童
同住的父母親及 20 歲以上成人，父母親不管成年或未成年都包含在
內，20 歲以上成人包含外籍幫傭等，請依實際狀況將數字填在橫線上。
2-2、上述同住的成人(含父母親)中，沒有工作者有幾人：係含與兒童同住
的所有成人，請依實際狀況將數字填在橫線上。
三、請問這位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室、書房、客、餐廳，不
包括廚房和浴室)：請依實際狀況填在橫線上，例如家裡格局為三間
臥室、二間浴室，一間客廳、一間廚房、一間餐廳，請填寫 5。
四、請問府上這位兒童家庭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請就訪問表所列
(1)~(3)，擇一勾選。
五、請問這位兒童的家庭最近一年內每月平均支出及收入狀況為何？
5-1、全家每月平均支出約為多少：全家每月平均支出係包含所有成員的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費用、汽車、房子等貸款支出，但不含投資支出；
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勾選。
5-2、花費在這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占全家每月平均支出比率：係指
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給親屬照顧的費用、托育等費用，每月在這位兒
童身上需支付費用占全家每月支出的比率，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5-3、請問每月花費在這位兒童身上的最主要 3 個支出項目為何：請就訪
問表所列(1)~(10)，按照最主要支出、次要支出、再次要支出之順序，
於橫線上填入選項代碼，選(1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5-4、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及支出是否能夠平衡：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勾選。

第三部分：兒童父母親狀況
請訪員注意，此部分之父親或母親請填答與這位兒童實際同住者狀況，若
父/母親離婚與人同居，則請填父/母親及同居人狀況，謝謝。
一、請問這位兒童的父/母國籍為何：1-1 父親國籍和 1-2 母親國籍請就訪
問表所列選項，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本國籍 (1-1)具原住民身份

如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魯
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
塞德克族 、拉阿魯哇族及卡那卡那富族等
16 族。

(1-2)具新住民身份，原國 指原籍非中華民國國籍，但現已取得中華
籍，請說明
民國國籍者，請說明原國籍為何。
(1-3)不具原住民及新住 指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但非屬(1-1)或
民身份
(1-2)身分者。
(2)外國籍

指不具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請說明原國
籍為何。

(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
說明。

二、請問這位兒童之父/母婚姻狀況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
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結婚，且同住一起

指兒童之(養)父母已結婚，且住在一起。

(2)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指兒童之(養)父母已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3)未婚單親

父、母、養父、養母尚未結婚，其家庭組成只有父
親或母親(養父或養母）和小孩。

(4)未婚同居

指兒童之父、母(養父、養母)尚未結婚，但與伴侶
住在一起。

(5)離婚

係指雖曾正式結婚，但目前已正式脫離夫妻關係者。

(6)一方去世

指兒童之(養)父母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或
未與人同居者。

(7)父母親雙亡

指兒童之(養)父母雙方皆死亡。

(8)其他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說明。

三、請問這位兒童之父/母親教育程度：3-1 父親(生父/繼父/養父)教育程
度；3-2.母親(生母/繼母/養母)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6)
擇一勾選，勾選時，教育程度以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
經法定考試及格) 為主，不論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
選項
說明
(1) 國小及以下

指不識字、自修、國小(補校)畢(肄)業。

(2) 國(初)中

指初中、國民中學畢(肄)業。

(3) 高中(職)

指高中、高職(補校)畢(肄)業，含五專前三年。

(4) 專科、大學

指五專(含五專四年級以後者)、二專、專科補校、大學、
學院畢(肄)業。

(5) 研究所以上

指碩、博士畢(肄)業或以上。

(6) 不清楚

指不清楚父/母親教育程度。

四、這位兒童之父親、母親目前工作狀況：第二題選(7)父母親雙亡者，跳
答第四部分。
4-1、請問兒童之父/母目前工作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選填，
選(1)者，請續答，選(2)者請跳答第 4-7 題，選(3)者請跳答第四部
分。
選項
說明
(1) 有工作

指目前從事有酬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時以上之無酬家
屬工作者，並包含有工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育嬰假不
算有工作。

(2) 無工作

指目前沒有工作。

(3) 不清楚

指不清楚目前父/母的工作狀況，包含失聯等狀況。

4-2、請問兒童父/母現在的職業是：請就訪問表所列(1~(11)，擇一選填。
選項
說明
(1)民意代表、主管
及經理人員

如經理、廠長等。

選項

說明

(2)專業人員

如醫師、藥師、護理師、律師、會計師、教師、研究人
員、各類工程師、資訊及通訊專業人員、程式設計師、記
者、作家、演員、藝術家、行銷廣告公關及技術銷售專業
人員等。

(3)技術員及助理專
業人員

如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控制人員、品
檢、仲介、行銷人員、業務人員、記帳士、運動教練、診
所護士、醫事檢驗人員、醫療儀器操作人員、製造生產監
督人員、營造監督人員、工地主任、辦公室監督人員、主
任、課長、副理、襄理等。

(4)事務支援人員

(5)服務及銷售工作
人員
(6)農、林、漁、牧
業生產人員
(7)技藝有關工作人
員
(8)機械設備操作及
組裝人員
(9)基層技術工及勞
力工

如會計、出納、收帳、事務秘書、櫃台(服務台)事務人員、
銀行櫃員、總機人員、電話及網路客服人員、一般辦公室
事務人員(含文書處理、總務)、診所掛號人員等。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殯葬服務、美容美髮、
按摩師、保全、消防、模特兒、店員、商店銷售人員、電
話及網路行銷人員等。
如作物栽培、動物飼育、漁撈、水產養殖等。
如木工、泥作工作人員、建築物電力系統裝修人員(含水電
工)、油漆或噴漆人員、車輛維修人員(含自行車、機車、汽
車)、樂器製造及調音人員、焊接及切割人員(含電焊工)、
鎖匠、手工藝人員等。
如生產機械設備操作人員、吊車、起重機等移運設備操作
人員、駕駛、依精密生產程序組裝產品人員等。
如快遞、兜售、大樓管理員、車輛清潔工、家庭清潔及幫
工、廢棄物服務工及環境清掃工、製造、運輸及倉儲勞力
工(含手工包裝、理貨、搬運等)。

(10)軍人
(11)不清楚
4-3、請問上述這份工作，兒童父/母是老闆、自己家裡的事業、或受人僱
用：請就訪問表所列(1)~(6)不，擇一選填。
選項
說明
(1)雇主
(2)自營作業者
(3)受私人機構僱用
(4)受政府僱用

指自己當老闆且有僱用有酬員工。
指自己當老闆且沒有僱用有酬員工。
指受民間單位聘僱者。
指受公部門聘僱者。

(5)無酬家屬工作者
(6)不清楚

指每週工作 15 小時以上的無酬家屬。

4-4、請問兒童父/母這份工作平均每週工作幾天：請依實際狀況填入橫線
上，若回答每月工作時數，請除以 8 小時再除以 4 週，若是回答每天
工作時數，請除以 8 小時再乘 5 天。
4-5、請問兒童父/母這份工作是否需要周末工作：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選填。
4-6、請問兒童父/母這份工作平均每天(不含交通時間)工作幾小時(包含
加班)：請依實際狀況填入橫線上，若回答每週工作時數，請除 5 天。
4-7、請問兒童父/母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兒童生病，照顧這位兒童而必
須向工作場所請假之天數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選填，
選(1)者，填入請假天數於橫線上。
4-8、請問兒童之父/母是否曾因照顧這位兒童而辭去工作或換工作：請就
訪問表所列(1)~(3)，擇一選填。
4-9、請問兒童父/母現在未就業的原因 (可複選) ：此題有就業者不用填
答。請就訪問表所列(1)~(13)，可選填多項，至少擇一選填，選(13)
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這位兒童之父親、母親申請或使用育嬰假的狀況
5-1、兒童父/母是否因為這位兒童請過育嬰假：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選填；選(2)者跳答第 5-8 題，選(3)者跳答第四部分。
5-2、考慮或正式申請育嬰假時，有沒有遭遇公司阻擾勸退：請就訪問表所
列(1)~(2)，擇一選填。
5-3、請問兒童父/母總共或預計請幾個月的育嬰假：請填實際請假月數於
橫線上，非 6 個月請領補助。
5-4、請問兒童父/母育嬰假後是否返回原職場工作：請就訪問表所列
(1)~(3)，擇一選填；選(2)者跳答第 5-7 題，選(3)者跳答第四部分。
5-5、請問兒童父/母育嬰假後返回工作，職等是否受到影響：請就訪問表
所列(1)~(3)，擇一選填。
5-6、請問兒童父/母育嬰假後返回工作，薪資是否受到影響：請就訪問表
所列(1)~(3)，擇一選填。
5-7、請問兒童父/母在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職場就業的原因（可複選）
：請

就訪問表所列(1)~(11)，可選填多項，至少擇一選填，選(11)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此題完成填答後跳答第四部分。
5-8、請問兒童父/母沒有因為這位兒童請過育嬰假的原因（可複選）
：請就
訪問表所列(1)~(10)，可選填多項，至少擇一選填，選(10)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第四部分：兒童托育狀況
一、您認為這位兒童最理想的托育安排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20)，
擇一選填，選填(2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填答時，請以實

際陪伴兒童時間較長者填答。
二、這名兒童現在日間或工作時段(平日非假日)實際的主要照顧安排為何：
請就訪問表所列(1)~(20)，擇一選填，選填(2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
於橫線上。填答時，請以實際陪伴兒童時間較長者填答。
三、請問這位兒童上述實際的照顧安排最後是由誰決定的（可複選）
：請就
訪問表所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四、您在考量這位兒童托育安排時，最重要的考慮原因為：請就訪問表所
列(1)~(23)，依重要性選填，最重要為第一順位，次重要為第二順位，
以此類推，至多可排序五項，選(2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您認為托育人員(保母)應具備哪些條件：請就訪問表所列(1~(10)，
依重要性選填，最重要為第一順位，次重要為第二順位，以此類推，
至多可排序五項，選(1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六、請問兒童家是否因生育或養育該兒童，從其他縣市變更戶籍到目前縣
市：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選(1)者需續答變更前後的
縣市，選(2)者請跳答第八題。
七、承上題，變更戶籍到目前縣市原因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
一勾選，勾選(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其中選。
選項
說明
(1)本人或親屬工作變動

因生育及養育該兒童，本人或親屬工作變動致必須
更換戶籍。

(2)育兒相關福利

因生育及養育該兒童之兒童福利、學區問題而更換
戶籍。

(3)租約到期、買房子

因生育及養育該兒童而買房子致必須更換戶籍。

(4)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說
明。

八、請問您對於幼兒園服務的感受為何：訪問表表側所列服務感受 8-1.我
信任幼兒園，因為政府有管理；8-2.我信任幼兒園，因為通常環境、
設備良好；8-3.我信任幼兒園，因為機構式照顧符合我對照顧的期待；
8-4.我信任幼兒園，因為相信他們具有專業的教保能力等共 4 題項，
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圈選。
九、請問您對保母托育服務的感受為何：訪問表表側所列服務感受 9-1.我
信任保母，因為政府有在管理；9-2.我信任保母，因為通常托育環境、
設備良好；9-3.我信任保母，因為家庭式照顧符合我對照顧的期待；
9-4.我信任保母，因為相信他們具有專業的教保能力等共 4 題項，請
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圈選。
十、請問您對於托嬰中心服務的感受為何？：訪問表表側所列服務感受 101.我信任托嬰中心，因為政府有管理；10-2.我信任托嬰中心，因為通
常托育環境、設備良好；10-3.我信任托嬰中心，因為機構式照顧符合
我對照顧的期待；10-4.我信任托嬰中心，因為相信他們具有專業的
教保能力等共 4 題項，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圈選。
十一、請依您兒童目前實際照顧安排，從五個照顧方式擇一填答：請訪員
區分兒童目前的實際照顧安排，從 11-1、兒童目前主要由「父母親自
照顧者」
；11-2、兒童目前主要由「父母親以外的親屬照顧者」
；11-3、
兒童目前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 ( 保母 )」
；11-4、兒童目前送「托
嬰中心」
；11-5、兒童目前就讀「幼兒園」等五大題中擇一大題填答。
11-1、兒童目前主要由「父母親自照顧者」
11-1-1、請問主要照顧兒童的家長，每月是否領有「育兒津貼」
：請就訪問
表所列(1)~(2)，擇一勾選，選(1)者請續答每月領多少元的育兒津貼，
選(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育兒津貼發放標準：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核定稅率未達 20%每月 2,500 元；
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 元；低收入戶每月 5,000 元。
11-1-2、請問您為何選擇親自照顧兒童，沒有將兒童送托給保母（可複選）
：
請就訪問表所列(1)~(9)，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9)者，
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1-3、請問您為何選擇親自照顧兒童，沒有將兒童送托給托嬰中心（可
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9)，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

(9)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2、兒童目前主要由「父母親以外的親屬照顧者」
11-2-1、請問兒童父/母是否領過「親屬保母托育補助」
：請就訪問表所列
(1)~(2)，擇一勾選，選(1)者請續答每月領多少元的親屬保母托育補
助，選(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
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親屬保母托育補助：一般家庭每月 2,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3,000 元，
低收入戶/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幼兒/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每月
4,000 元。
11-2-2、請問兒童父/母是否領「育兒津貼」
：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
一勾選，選(1)者請續答每月領多少元的育兒津貼，選(2)者，請就訪
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
橫線上。
11-2-3、請問兒童父/母是否給這位主要照顧的親屬任何費用：請就訪問表
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填寫平均每月實際支付多少
元於橫線上。
11-2-4、請問這位親屬是否參加過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請就訪問表所
列(1)~(3)，擇一勾選。
11-2-5、請問兒童父/母為何選擇由親屬照顧兒童，沒有將兒童送托給保母
（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項，
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2-6、請問兒童父/母為何選擇由親屬照顧兒童，沒有將兒童送托給托嬰
中心（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
項，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3、兒童目前送托「居家式托育人員 ( 保母 )」
11-3-1、請問這位保母是否是您們當初想找的第一順位：請就訪問表所列
(1)~(2)，擇一勾選，勾選(2)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3-2、請問照顧您兒童的保母目前共照顧幾名兒童（含保母 6 歲以下兒
童及您兒童本人）：請依實際狀況填寫保母目前照顧人數於橫線上，
若不知道，請勾選不知道。
11-3-3、您每天接送兒童至保母家的時間單程約為幾分鐘？交通工具是什
麼? 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單程時間、

使用的交通工具於橫線上，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請就訪
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11-3-4、請問您是否領取過托育費用補助：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1)者，請填寫平均每月實際領取多少元於橫線上，勾選
(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托育費用補助：
證照保母/托嬰中心：一般家庭每月 3,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 元，
低收入戶/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幼兒/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每月
5,000 元。
科系保母/結訓保母：一般家庭每月 2,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3,000 元，
低收入戶/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幼兒/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每月
4,000 元。
11-3-5、請問您是否領取使用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費用補助：請就訪
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選(1)者請續答每月領到多少元補助，
選(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項目
0~2 歲
2~5 歲
▸公托、公共家園補助：
一般家庭$3000 元/月
送托公共化
中低收入$5000 元/月
托育機構
低收入戶$7000 元/月
第 3 名子女每月加發 1000 元
送托準公共
化合作托育
單位

▸合作私托/保母補助：
一般家庭$6000 元/月
中低收入$8000 元/月
低收入戶$10000 元/月
第 3 名子女每月加發 1000 元

▸公幼：免學費
▸非營利幼兒園家長自付：
一般家庭不超過$3500 元/月
中低收入戶免繳費
低收入戶免繳費
第 3 名子女每月不超過 2500 元
▸合作私幼家長自付：
一般家庭不超過$4500 元/月
中低收入戶免繳費
低收入戶免繳費
第 3 名子女每月不超過 3500 元

11-3-6、您付給保母的托育服務費用(不含副食品、獎金等)，平均每月為
______元：係不含副食品、尿布、奶粉及獎金等費用，請依實際狀況
填寫平均每月支付費用於橫線上。
11-3-7、請問您除了托育費外，是否還需支付其他項目（如副食品費、獎
金、延收費……等）？費用是多少：除托育費用外，若是沒有額外支

出的費用，請勾選(0)，若是有其他費用，請依實際狀況填寫除上題費
用外，還需支付的項目有那些，及該項目每月或每年費用為何，填寫
費用時請實際圈選是每月支付還是每年支付。
11-4、兒童目前送「托嬰中心」
11-4-1、您兒童的托嬰中心為：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11-4-2、請問這家托嬰中心是您當初的首選嗎：請就訪問表所列(1)~(2)，
擇一勾選，勾選(2)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4-3、您每天接送兒童至托嬰中心的時間單程約為幾分鐘？交通工具是
什麼? 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單程時
間、使用的交通工具於橫線上，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請
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11-4-4、請問您是否領取過托育費用補助：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1)者，請填寫平均每月實際領取費用於橫線上，勾選(2)
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簡明
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托育費用補助：
托嬰中心：一般家庭每月 3,000 元，中低收入戶每月 4,000 元，低收入戶
/發展遲緩、身心障礙幼兒/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每月 5,000 元。
11-4-5、請問您是否領取使用托育公共及準公共化服務費用補助：請就訪
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選(1)者請續答每月領到多少元補助，
選(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6)，擇一勾選，勾選(2-6)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4-6、請問您付給托嬰中心的托育費用（不含註冊費、副食品費等）
，平
均每月為多少元：係不含註冊費、副食品、尿布、奶粉及獎金等費用，
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平均每月支付費用於橫線上。
項目
0~2 歲
2~5 歲
▸公托、公共家園補助：
一般家庭$3000 元/月
送托公共化
中低收入$5000 元/月
托育機構
低收入戶$7000 元/月
第 3 名子女每月加發 1000 元
送 托 準 公 共 ▸合作私托/保母補助：

▸公幼：免學費
▸非營利幼兒園家長自付：
一般家庭不超過$3500 元/月
中低收入戶免繳費
低收入戶免繳費
第 3 名子女每月不超過 2500 元
▸合作私幼家長自付：

項目

0~2 歲

2~5 歲

化合作托育
單位

一般家庭$6000 元/月
中低收入$8000 元/月
低收入戶$10000 元/月
第 3 名子女每月加發 1000 元

一般家庭不超過$4500 元/月
中低收入戶免繳費
低收入戶免繳費
第 3 名子女每月不超過 3500 元

11-4-7、請問除了托育費用外，是否有加收其他項目（如註冊費、副食品
費等）？分別的費用是多少：除托育費用外，若是沒有額外支出的費
用，請勾選(0)，若是有其他費用，請依實際狀況填寫除上題費用外，
還需支付的項目有那些，及該項目每月、每學期或每年費用為何，填
寫費用時請實際圈選是每月支付、每學期支付還是每年支付。
11-4-8、請問您的托嬰中心一位托育人員約需照顧幾名兒童（含兒童本人）
：
請依實際狀況填寫托嬰中心一位托育人員目前照顧人數於橫線上，若
不知道，請勾選不知道。
11-5、兒童目前就讀「幼兒園」
11-5-1、您兒童就讀的幼兒園為：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
11-5-2、請問這家幼兒園是您當初的首選嗎：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
一勾選，勾選(2)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5-3、您每天接送兒童幼兒園的時間單程約為幾分鐘？交通工具是什麼?
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 ：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單程時間、
使用的交通工具於橫線上，是否在上班的路程中(或工作場域)請就訪
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11-5-4、請問您是否領取 5 歲幼兒免學費就學補助：請就訪問表所列
(1)~(2)，擇一勾選，勾選(2)者，請就訪問表所列(2-1)~(2-2)，擇一
勾選，勾選(2-2)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1-5-5、請問您付給幼兒園的教保服務費用（含學費、雜費、材料費、活
動費、午餐費、點心費等）
，平均每月為多少元：係含學費、雜費、材
料費、活動費、午餐費、點心費等，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平均每月支付
費用於橫線上。
11-5-6、請問除了教保服務費用外，是否有加收其他項目（如交通費、課
後延托費等）？分別的費用是多少：除教保服務費用外，若是沒有額
外支出的費用，請勾選(0)，若是有其他費用，請依實際狀況填寫除上
題費用外，還需支付的項目有那些，及該項目每月、每學期或每年費
用為何，填寫費用時請實際圈選是每月支付、每學期支付還是每年支

付。
11-5-7、請問您兒童就讀的幼兒園每位教保服務人員約需照顧幾名兒童
（含兒童本人）：請依實際狀況填寫幼兒園每位教保服務人員目前照
顧人數於橫線上，若不知道，請勾選不知道。
十二、請問您在照顧或養育孩子方面，曾遭遇哪些問題（可複選）
：請就訪
問表所列(1)~(11)，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項，勾選(11)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三、請問這位兒童學過哪些才藝（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7)，
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項，勾選(1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四、請問您遇到兒童托育方面問題會向誰求助（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
列(1)~(10)，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項，勾選(10)者，以簡明文字
說明於橫線上。
十五、請問您的育兒知識來源為何（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1)~(9)，
可勾選多項，至少勾選一項，勾選(9)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第五部分：兒童身體與飲食狀況
一、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發展遲緩評估報告書：發展遲緩係指特殊兒童
在認知發展、生理/身體發展、語言溝通發展、情緒/心理社會或生活
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異常或可預期會有發展異常之情形，而需要接受早
期療育服務之兒童，並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或綜合報告書。請就訪問
表所列(1)~(2)，擇一勾選。
二、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2)者，請跳答第四題。
三、請問這位兒童身心障礙程度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四、請問這位兒童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為何（可複選）
：係指有曾經遭受
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的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11)，可勾選多項，
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1)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過去一星期內，這位兒童有幾天吃了早餐：請就訪問表所列
(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續答一星期幾天有吃。
六、請問這位兒童若有吃早餐，通常是怎麼吃：請就訪問表所列(1)~(4)，
擇一勾選，勾選(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七、請問通常這位兒童都怎麼吃午餐：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勾選(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八、請問通常這位兒童都怎麼吃晚餐：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勾選(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九、請問這位兒童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如未與父母親同住者請跳
答第六部分，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續
答每週與父母親共同用餐的次數，其中次數係每天早、中、晚餐各算
一次。

第六部分：兒童遊戲及育樂狀況
一、請問這位兒童常使用的遊戲設施為何（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
(1)~(7)，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
於橫線上。
二、請問這位兒童平均每天花費多少遊戲時間：請就訪問表所列(1)~(6)，
擇一勾選。
三、請問這位兒童與誰一起遊戲（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0)，可
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堂/表兄弟姊妹請勾選(4)親戚之小孩。
四、請問依您的期望，您覺得這位兒童需要的遊戲環境為何（可複選）
：請
就訪問表所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第七部分：兒童福利部份
一、請問您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之兒童福利機
構或福利措施：就訪問表表側所列服務類型(1) 托嬰中心；(2) 安置
及教養機構 ( 育幼院 )；(3) 福利服務中心；(4) 家暴中心；(5)
三歲以下兒童醫療補助；(6)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7) 弱勢家
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8)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9) 中
低收入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補助；(10) 育兒津貼；(11) 保母托育費用
補助 ( 或公共及準公共化托育服務機制 )；(12) 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 原社區保母系統 )；(13) 親職教育活動；(14) 幼兒園；(15) 托
育資源中心 ( 親子館 )；(16) 育嬰留職停薪 / 育嬰假；(17) 兒童
寄養服務；(18)5 歲幼兒免學費補助；(19) 早期療育服務；(20) 兒
童休閒、育樂活動；(21)113 保護專線；(22) 家庭教育諮詢專線；
(23)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24) 其他等 24 項，就右側大項「知道」、

「不知道」
，逐項按照實際情形圈選，若有(24)其他項者，請以簡明文
字說明於橫線上。若不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請在「不需要」
、
「需
要」
，擇一圈選。若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請在「資格不符」
、
「從未
用過」(含資格符合及不知道資格是否符合)、
「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
度」
，擇一圈選。若係「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者，應就其下方所
列「完全沒幫助」
、
「沒幫助」
、
「普通」
、
「有幫助」
、
「非常有幫助」
，擇
一圈選。
二、請問您認為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有些什麼困難（可複選）
：請就訪
問表所列(1)~(9)，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7)者，以簡明
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三、請問您認為政府應加強下列哪些兒童福利措施（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
所列(1)~(21)，至多可勾選六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21)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6~未滿 12 歲國小兒童問卷填表說明
第一部分：兒童與填表者基本資料
一、請問府上這位兒童的基本資料為何？
1-1.性別：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1-2.生日：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1-3.是否為雙(含以上)胞胎：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勾
選。
1-4.這位兒童的排行：請就訪問表所列(1)~(3)，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二、請問府上這位兒童是否領有下列生活扶助（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
(1)~(4)，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針對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少年、因懷孕或生育而
生活扶助
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其他經縣（市）主管機
關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無力維持
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發給兒童及少年生活扶助費，每人
每月約 1,969 元-2,384 元。
(2)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父母如有失業、入獄服刑、離婚、患有重大疾病、精神疾
緊急生活扶助
病、藥酒癮戒治等，且經社工員調查評估有經濟急困者，
即給予每月 3,000 元的緊急生活扶助，原則補助 6 個月，
最長補助 1 年。
(3) 領 有 特 殊 境 遇 內政部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
生活扶助
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特制定「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條例」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包括緊急生活扶助、
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
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
(4)以上皆無

無上述選項(1)~(3)之情況。

三、請問您與這位兒童的關係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14)，擇一勾選，
勾選(14)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第二部分：兒童家庭狀況

一、請問府上目前有誰與這位兒童同住（可複選）
：同住係指每週同住五天
及以上者，包含外勞等，若(a)住校生以放假回家的情形填寫(b)若同
住者同住時間均未達每週 5 天以上，係指同住時間較長者寫。兄弟姊
妹包括同母異父、同父同母及養父、養母所生的小孩。請就訪問表所
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
明於橫線上。
二、請問與這位兒童共同居住的人口數？ (不包含兒童本身)：請依實際
狀況，將不含兒童本身，與兒童同住的人數填在橫線上。
2-1、與這位兒童同住的成人(20 歲以上，含父母親)有幾人：係指與兒童
同住的父母親及 20 歲以上成人，父母親不管成年或未成年都包含在
內，20 歲以上成人包含外籍幫傭等，請依實際狀況將數字填在橫線上。
2-2、上述同住的成人(含父母親)中，沒有工作者有幾人：係含與兒童同住
的所有成人，請依實際狀況將數字填在橫線上。
三、請問這位兒童住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臥室、書房、客、餐廳，不
包括廚房和浴室)：請依實際狀況填在橫線上，例如家裡格局為三間
臥室、二間浴室，一間客廳、一間廚房、一間餐廳，請填寫 5。
四、請問這位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是誰（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8)，
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府上這位兒童家庭是否屬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請就訪問表所列
(1)~(3)，擇一勾選。
六、請問這位兒童家庭最近一年內全家每月平均支出及收入狀況為何？
6-1、全家每月平均支出約為多少：全家每月平均支出係包含所有成員的食
衣住行育樂等生活費用、汽車、房子等貸款支出，但不含投資支出；
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勾選。
6-2、花費在這位兒童身上的平均每月支出占全家每月平均支出比率：係指
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給親屬照顧的費用、托育等費用，每月在這位兒
童身上需支付費用占全家每月支出的比率，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6-3、請問每月花費在這位兒童身上的最主要 3 個支出項目為何：請就訪
問表所列(1)~(11)，按照最主要支出、次要支出、再次要支出之順序，
於橫線上填入選項代碼，選(11)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6-4、全家每月平均收入及支出是否能夠平衡：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勾選。

第三部分：兒童父母親狀況
一、請問這位兒童的父母親國籍為何：若與繼父母或養父母同住者，請填
其狀況，若父/母親離婚與人同居，則請填父/母親及同居人狀況。11 父親和 1-2 母親請就訪問表所列選項，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本國籍 (1-1)具原住民身份

如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魯
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
塞德克族 等 14 族。

(1-2)具新住民身份，原國 指原籍非中華民國國籍，但現已取得中華
籍，請說明
民國國籍者，請說明原國籍為何。
(1-3)不具原住民及新住 指無特殊身份，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本
民身份
省籍、外省籍、客家人、閩南人等皆屬此
類。
(2)外國籍

指非中華民國國籍者，請說明原國籍為
何。

(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
說明。

二、請問這位兒童之父/母婚姻狀況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
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結婚，且同住一起

指已結婚，且住在一起。

(2)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指已結婚，但分居者。

(3)未婚單親

當事人覺得自己可以擁有小孩而免除婚姻的束縛，
其家庭組成只有母親（或父親）和小孩

(4)未婚同居

指尚未結婚，但住在一起。

(5)離婚

係指雖曾正式結婚，但目前已正式脫離夫妻關係者。

(6)一方去世

指夫妻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或未與人同
居者。

(7)父母親雙亡

指兒童之(養)父母雙方皆死亡。

(8)其他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說明。

三、請問這位兒童之父親、母親的工作狀況及教育程度：
3-1、無父親：若父親已歿或是父不詳，請勾選，非上述狀況，則請不要勾
選，並跳答第 3-2 題。
3-2、工作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2)者，請續答
訪問表所列(2-1)~(2-3)，勾選(2-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有工作

(2)無工作

指目前從事有酬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並包含有工
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育嬰假不算有
工作。
(2-1)正在找工作

指沒有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時以下之
無酬家屬工作，且正在找工作者。

(2-2)料理家務

指在家料理家庭事務，如照顧家人、煮
飯、洗衣、整理庭園等，不從事任何其他
工作。

(2-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詳以文字說明。
(3)不清楚

父親失蹤或是因父母離婚而沒有聯絡而
不清楚父親狀況

3-3、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勾選時，教育程度以
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 為主，不論
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
選項
說明
(1) 國小及以下

指不識字、自修、國小(補校)畢(肄)業。

(2) 國(初)中

指初中、國民中學畢(肄)業。

(3) 高中(職)

指高中、高職(補校)畢(肄)業，含五專前三年。

(4) 專科、大學

指五專(含五專四年級以後者)、二專、專科補校、大學、
學院畢(肄)業。

(5) 研究所以上

指碩、博士畢(肄)業或以上。

(6) 不清楚

指不清楚父親教育程度。

3-4、無母親：若母親已歿或，請勾選，非上述狀況，則請不要勾選，並跳
答第 3-5 題。

3-5、工作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2)者，請續答
訪問表所列(2-1)~(2-3)，勾選(2-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有工作

(2)無工作

指目前從事有酬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並包含有工
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育嬰假不算有
工作。
(2-1)正在找工作

指沒有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時以下之
無酬家屬工作，且正在找工作者。

(2-2)料理家務

指在家料理家庭事務，如照顧家人、煮
飯、洗衣、整理庭園等，不從事任何其他
工作。

(2-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詳以文字說明。
(3)不清楚

母親失蹤或是因父母離婚而沒有聯絡而
不清楚母親狀況

3-6、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勾選時，教育程度以
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 為主，不論
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
選項
說明
(1) 國小及以下

指不識字、自修、國小(補校)畢(肄)業。

(2) 國(初)中

指初中、國民中學畢(肄)業。

(3) 高中(職)

指高中、高職(補校)畢(肄)業，含五專前三年。

(4) 專科、大學

指五專(含五專四年級以後者)、二專、專科補校、大學、
學院畢(肄)業。

(5) 研究所以上

指碩、博士畢(肄)業或以上。

(6) 不清楚

指不清楚母親教育程度。

四、請問您過去一年中，因為這位兒童生病，照顧這位兒童而必須向工作
場所請假之天數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1)
者，請續答請假天數。

第四部分：兒童本身狀態
一、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發展遲緩評估報告書：發展遲緩係指特殊兒童
在認知發展、生理/身體發展、語言溝通發展、情緒/心理社會或生活
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異常或可預期會有發展異常之情形，而需要接受早
期療育服務之兒童，並領有發展遲緩證明書或綜合報告書。請就訪問
表所列(1)~(2)，擇一勾選。
二、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2)者，請跳答第四題。
三、請問這位兒童身心障礙程度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四、請問這位兒童在學齡期曾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為何（可複選）
：係指有
曾經遭受到身體事故傷害送醫的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11)，可
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1)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這位兒童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請就訪問表所列(1)~(8)，
擇一勾選。
六、請問過去一星期內，這位兒童有幾天吃了早餐：請就訪問表所列
(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續答一星期幾天有吃。
七、請問這位兒童若有吃早餐，通常是怎麼吃：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勾選，勾選(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八、請問通常這位兒童都怎麼吃午餐：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
勾選(6)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九、請問通常這位兒童都怎麼吃晚餐：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勾選，
勾選(5)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請問這位兒童每週有無與父母親共同用餐：如未與父母親同住者請跳
答第五部分，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續
答每週與父母親共同次數。

第五部分：兒童休閒活動狀況
一、請問這位兒童休閒活動參與類型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19)，按
照最常參與、其次參與、再次參與之順序，於橫線上填入選項代碼，
選(19)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請問這位兒童每天平均參與休閒活動時數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

(1)~(6)，擇一勾選。
三、請問這位兒童最常與誰一起參與休閒活動：請就訪問表所列(1)~(10)，
擇一勾選，勾選(1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堂/表兄弟姊妹請
勾選(6)親戚之小孩。
四、請問依您的期望，您覺得這位兒童需要的休閒環境為何（可複選）
：請
就訪問表所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根據這位兒童的上網經驗回答以下問題：若完全沒有上過網，請勾
選(0)並跳答第六部分，若曾有上網經驗，請續答第 5-1 題。
5-1、請問這位兒童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如
色情守門員、時間限制)：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5-2、請問這位兒童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可複
選）：請就訪問表所列(1)~(17)，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
(1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5-3、請問這位兒童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請就訪問表所列(1)~(8)，
擇一勾選。

第六部分：兒童教育狀況
一、請問這位兒童每天放學後至晚飯前這段時間如何安排（可複選）
：時間
係指最常時間，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1)~(9)，可勾選多項，至少
擇一勾選，勾選(9)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請問這位兒童每月平均補習、課後照顧的費用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
(1)~(8)，擇一勾選。
三、請問這位兒童寒暑假如何安排（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0)，
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0)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四、請問這位兒童在教育方面是否遭遇下列問題（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
列(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
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這位兒童學過哪些才藝（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7)，可
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六、請問您認課後照顧人員應具備哪些條件（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
(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

於橫線上。
七、請問您對於下列說法的同意程度為何：就訪問表左邊所列(1)孩子學習
不用心就要責罰；(2)孩子行為表現不好就要責罰；(3)孩子要聽話；
(4)孩子要尊敬父母；(5)孩子要有家教；(6)孩子要有好的品德行為；
(7)孩子的管教要嚴；(8)孩子做錯事要懂得自我反省；(9)孩子做錯
事需要教訓等 9 個說法，分別請就訪問表所列選項(1)~(5)，擇一圈
選。

第七部分：兒童福利部份
一、請問您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政府或民間團體辦理之兒童福利機
構或福利措施：請就訪問表左側所列服務類型(1)安置及教養機構(育
幼院)；(2)福利服務中心；(3)家暴中心；(4)113 保護專線；(5)特殊
境遇家庭扶助；(6)低收入戶生活扶助；(7)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8)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9)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健保
費補助；(10)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11)親職教育活動；(12)兒
童寄養服務；(13)兒童課後照顧服務；(14)早期療育服務；(15)兒童
休閒、育樂活動；(16)家庭教育諮詢專線；(17)其他等 17 項，就右
側大項「知道」
、
「不知道」
，逐項按照實際情形圈選，若有(17)其他項
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若不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請在
「不需要」
、
「需要」
，擇一圈選。若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請在「資
格不符」
、
「從未用過」(含資格符合及不知道資格是否符合)、
「曾經用
過，對您幫助程度」
，擇一圈選。若係「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者，
應就其下方所列「完全沒幫助」
、
「沒幫助」
、
「普通」
、
「有幫助」
、
「非
常有幫助」
，擇一圈選。
二、請問您認為使用政府的兒童福利服務有些什麼困難（可複選）
：請就訪
問表所列(1)~(9)，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7)者，以簡明
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三、請問您認為政府應加強下列哪些兒童福利措施（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
所列(1)~(18)，至多可勾選六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8)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12~未滿 18 歲少年問卷填表說明
第一部分：少年基本資料
一、性別：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勾選。
二、生日：請依實際狀況填寫。
三、你是否為雙(含以上)胞胎：請就訪問表所列(1)~(2)，依實際狀況擇一
勾選。
四、請問你目前就學狀況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7)，依實際狀況擇一
勾選，勾選(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請問你是否領有下列生活扶助（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1)~(4)，
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針對遭遇困境之中低收入戶內兒童少年、因懷孕或生育而
生活扶助
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其他經縣（市）主管機
關評估無力撫育及無扶養義務人或撫養義務人無力維持
其生活之兒童及少年，發給兒童及少年生活扶助費，每人
每月約 1,969 元-2,384 元。
(2) 領 有 弱 勢 兒 少 父母如有失業、入獄服刑、離婚、患有重大疾病、精神疾
緊急生活扶助
病、藥酒癮戒治等，且經社工員調查評估有經濟急困者，
即給予每月 3,000 元的緊急生活扶助，原則補助 6 個月，
最長補助 1 年。
(3) 領 有 特 殊 境 遇 內政部為扶助特殊境遇家庭解決生活困難，給予緊急照
生活扶助
顧，協助其自立自強及改善生活環境，特制定「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條例」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包括緊急生活扶助、
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教育補助、傷病醫療補助、兒童托育
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及創業貸款補助。
(4)以上皆無

無上述選項(1)~(3)之情況。

第二部分：少年家庭狀況
一、請問你目前與哪些人同住（可複選）
：同住係指每週同住五天及以上者，
包含外勞等，若(a)住校生以放假回家的情形填寫(b)若同住者同住時

間均未達每週 5 天以上，係指同住時間較長者寫。兄弟姊妹包括同母
異父、同父同母及養父、養母所生的小孩。請就訪問表所列(1)~(8)，
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你有幾位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包括同母異父、同父異母及養父、養母
所生的小孩。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
三、請問與你共同居住的人口數？(不包含本身)：請依實際狀況，填寫不
含少年本身，與少年同住的人數在橫線上。
3-1、請問與你同住的成人有幾人？（20 歲以上，含父母親）
：係指與少年
同住的父母親及 20 歲以上成人，包含外籍幫傭等，請依實際狀況將
數字填在橫線上。
3-2、上述同住的成人(含父母親)中，沒有工作者有幾人：係含與少年同住
的所有成人，請依實際狀況將數字填在橫線上。
四、請問你家的房間數共有幾間(包括客、餐廳，不含廚房及浴室）
：請依
實際狀況填在橫線上，例如家裡格局為三間臥室、二間浴室，一間客
廳、一間廚房、一間餐廳，請填寫 5。
五、請問你的家庭是否屬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請就訪問表所列(1)~(3)，
擇一勾選。

第三部分：少年父母親狀況
一、請問你父、母親的工作狀況及教育程度：
1-1、無父親：若父親已歿或是父不詳，請勾選，非上述狀況，則請不要勾
選，並跳答第 1-2 題。
1-2、工作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2)者，請續答
訪問表所列(2-1)~(2-3)，勾選(2-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有工作

(2)無工作

指目前從事有酬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並包含有工
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育嬰假不算有
工作。
(2-1)正在找工作

指沒有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時以下之
無酬家屬工作，且正在找工作者。

(2-2)料理家務

指在家料理家庭事務，如照顧家人、煮

選項

說明
飯、洗衣、整理庭園等，不從事任何其他
工作。

(2-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詳以文字說明。
(3)不清楚

父親失蹤或是因父母離婚而沒有聯絡而
不清楚父親狀況

1-3、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勾選時，教育程度以
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 為主，不論
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
選項
說明
(1) 國小及以下

指不識字、自修、國小(補校)畢(肄)業。

(2) 國(初)中

指初中、國民中學畢(肄)業。

(3) 高中(職)

指高中、高職(補校)畢(肄)業，含五專前三年。

(4) 專科、大學

指五專(含五專四年級以後者)、二專、專科補校、大學、
學院畢(肄)業。

(5) 研究所以上

指碩、博士畢(肄)業或以上。

(6) 不清楚

指不清楚父親教育程度。

1-4、無母親：若母親已歿或，請勾選，非上述狀況，則請不要勾選，並跳
答第 1-5 題。
1-5、工作狀況：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2)者，請續答
訪問表所列(2-1)~(2-3)，勾選(2-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有工作

(2)無工作

指目前從事有酬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
時以上之無酬家屬工作者，並包含有工
作而未做之有酬工作者。育嬰假不算有
工作。
(2-1)正在找工作

指沒有工作或平均每週十五小時以下之
無酬家屬工作，且正在找工作者。

(2-2)料理家務

指在家料理家庭事務，如照顧家人、煮
飯、洗衣、整理庭園等，不從事任何其他
工作。

選項

說明

(2-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詳以文字說明。
(3)不清楚

母親失蹤或是因父母離婚而沒有聯絡而
不清楚母親狀況

1-6、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6)擇一勾選，勾選時，教育程度以
受訪者所受國內或國外最高之學歷(或經法定考試及格) 為主，不論
其為畢業、輟學或在學。
選項
說明
(1) 國小及以下

指不識字、自修、國小(補校)畢(肄)業。

(2) 國(初)中

指初中、國民中學畢(肄)業。

(3) 高中(職)

指高中、高職(補校)畢(肄)業，含五專前三年。

(4) 專科、大學

指五專(含五專四年級以後者)、二專、專科補校、大學、
學院畢(肄)業。

(5) 研究所以上

指碩、博士畢(肄)業或以上。

(6) 不清楚

指不清楚母親教育程度。

二、請問你的父母親國籍為何：若與繼父母或養父母同住者，請填其狀況，
若父/母親離婚與人同居，則請填父/母親及同居人狀況。2-1 父親和
2-2 母親請就訪問表所列選項，擇一勾選。
選項
說明
(1)本國籍 (1-1)具原住民身份

如阿美族、排灣族、泰雅族、布農族、魯
凱族、卑南族、鄒族、賽夏族、雅美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
塞德克族 等 14 族。

(1-2)具新住民身份，原國 指原籍非中華民國國籍，但現已取得中華
籍，請說明
民國國籍者，請說明原國籍為何。
(1-3)不具原住民及新住 指無特殊身份，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本
民身份
省籍、外省籍、客家人、閩南人等皆屬此
類。
(2)外國籍

指非中華民國國籍者，請說明原國籍為
何。

(3)其他，請說明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

說明。
三、請問這位兒童之父/母婚姻狀況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
勾選，勾選(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選項
說明
(1)結婚，且同住一起

指已結婚，且住在一起。

(2)結婚，但不住在一起

指已結婚，但分居者。

(3)未婚單親

當事人覺得自己可以擁有小孩而免除婚姻的束縛，
其家庭組成只有母親（或父親）和小孩

(4)未婚同居

指尚未結婚，但住在一起。

(5)離婚

係指雖曾正式結婚，但目前已正式脫離夫妻關係者。

(6)一方去世

指夫妻之一方已經死亡，目前仍未再婚或未與人同
居者。

(7)父母親雙亡

指少年之(養)父母雙方皆死亡。

(8)其他

排除上述狀況，請註記在此，並詳以文字說明。

第四部分：少年本身狀態
一、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發展遲緩評估報告書：發展遲緩係指特殊兒童
在認知發展、生理/身體發展、語言溝通發展、情緒/心理社會或生活
自理技能等方面有異常或可預期會有發展異常之情形，而需要接受早
期療育服務之未滿六歲之特殊兒童。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
二、請問這位兒童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2)者，請跳答第五部分。
三、請問這位兒童身心障礙程度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第五部分：少年生活狀況
一、請問以下與學習有關的項目你擁有哪些（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
(1)~(8)，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
二、請問你過去一星期內有幾天吃了早餐：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
勾選，勾選(1)者，請續答一星期幾天有吃。

三、你個人較常參與的休閒活動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20)，按照最
常參與、其次參與、再次參與之順序，於橫線上填入選項代碼，選(20)
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四、請問你每天平均花費多少時間參與休閒活動：請就訪問表所列(1)~(6)，
擇一勾選。
五、請問最近一週內你曾經運動嗎：注意唷！運動需要三十分鐘以上，而
且有流汗喔！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跳答
第六題，勾選(2)者，續答(2)下方題目(1)、(2)、(3)、(4)。
(1)最近這一週內你曾經運動的天數有幾天：請依實際狀況在橫線上填上
天數。
(2)你最常運動的時間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2-1)~(2-4)，擇一勾選。
(3)你最常運動的地點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3-1)~(3-3)，擇一勾選。
(4)你平常運動項目為何（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4-1)~(4-15)，至多
可勾選五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4-15)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
上。
六、請根據你的上網經驗回答以下問題：
6-1、若完全沒有上過網，請勾選(1)並跳答第七題，勾選(2)者，請續答。
就訪問表左邊所列(2-1)我曾經在網路上將自己或家人的私人資料告
訴別人(例如：本名、電話、地址、或學校等)、(2-2)我曾經瀏覽過註
明「未滿十八歲者不可進入」的網站、(2-3)我曾經在沒有大人陪同的
情況下和網友單獨見面、(2-4)我曾經下載未獲授權的音樂、影片、或
圖片等檔案、(2-5)我曾經在網路上發表攻擊別人的言論、(2-6)我曾
經把自己的私密照片( 概念上應涵蓋「不雅」
（indecent）之情形，如
性器官或身體私處之不當暴露等) 傳給朋友或是網友等 6 題項，分別
請就訪問表所列選項(1)~(5)，擇一圈選。
6-2、請問你使用的電腦、手機或平板是否有被安裝防護軟體(如色情守門
員、時間限制)：請就訪問表所列(1)~(4)，擇一勾選。
6-3、請問你最常使用 3C 產品，如手機、平板電腦做什麼（可複選）
：請就
訪問表所列(1)~(17)，至多可勾選五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7)者，
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6-4、請問你每天平均花多少時間上網：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勾
選。

6-5、請問你認為每天合理的上網時間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
一勾選。
七、父母親對待您的方式為何：此題請填兩個答案，7-1 父親一格、7-2 母
親一格，若沒有跟父親或母親同住者，此格則填 0。並就訪問表所列
(1~(6)等 6 項，擇一代號填寫，填寫(6)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
上。
八、請問你每週與父母共同用餐的次數是：如未與父母親同住者請跳答第
十題，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1)者，請續答每週
與父母親共同用餐次數，每天早、中、晚餐各算一次。
九、請問你每天與父母親聊天的時間多長：如未與父母親同住者請跳答第
十題，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勾選
十、請問通常有哪件事常導致你和父母親(或主要照顧者)意見發生不一致：
請分別就甲、父親___、___、___：乙、母親___、___、___：( 丙、
其他主要照顧者___、___、___)，以訪問表所列(1)~(10)等 10 項，
至多選取三項，至少選取一項，填寫於甲、乙、丙各橫線上，選取(10)
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一、請問父母親(沒有與父母同住者請填主要照顧者)是否知道你在放學
後去那裡：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勾選。
十二、請問父母親(沒有與父母同住者請填主要照顧者)是否知道你的朋友
是哪些人：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一勾選。
十三、請問你覺得自己家中的經濟狀況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
一勾選。
十四、請問你每月生活開銷的平均花費大約多少錢：生活開銷係不包含學
費等。請就訪問表所列(1)~(14)，擇一勾選。
十五、你過去一個月的零用錢大約多少錢：零用錢係不含三餐及交通費等。
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勾選，勾選(1)者，則跳答第十七題。
十六、你的零用錢主要來源：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3)
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七、請問除吃正餐及交通費外，您每月主要開銷是花在哪些方面（可複
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0)~(13)，至多可勾選三項，至少擇一勾選，勾
選(13)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十八、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感到困擾的事情有哪些（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

所列(1)~(20)，至多可勾選三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20)者，以簡
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勾選 (1)者，請跳至第二十題。
十九、當你感到困擾時，通常會和誰討論（可複選）：請就訪問表所列
(1)~(11)，至多可勾選三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1)者，以簡明文
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十、您通常與朋友做什麼事（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8)，至多
可勾選三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十一、你覺得朋友對你是友善且有幫助的：請就訪問表所列(1)~(5)，擇
一勾選。
二十二、請問你是否有打工經驗：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
選(1)者，跳答第二十三題，勾選(2)者，續答(1)、(2)、(3)、(4) 、
(5)、(6)小題。
(1)你的工作時間性職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1-1)~(1-6)，擇一勾選，勾
選(1-6)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2)你通常在哪一個時段工作：若工作時間跨時段，以工作時間較長者填答。
請就訪問表所列(2-1)~(2-3)，擇一勾選。
(3) 請問你通常晚上最晚工作至幾點：無夜間工作免填，以多數工作時間
填答。請就訪問表所列(3-1)~(3-5)，擇一勾選。
(4)你最近一次工作地點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4-1)~(4-17)，擇一勾選，
勾選(4-17)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5)你打工的理由為何：請就訪問表所列(5-1)~(5-5)，擇一勾選，勾選(55)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6)請問你曾於幾歲打工過（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6-1)~(6-3)，可勾
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
二十三、您現在有沒有參加校外補習：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
勾選(2)者，請續答每週多少天，每週共多少小時。
二十四、請問你是否感覺生活在遭受歧視的環境：請就訪問表所列(1)~(2)，
擇一勾選，勾選(1)者，跳答至第二十六題。
二十五、請問你感覺被歧視的情況是（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5)，
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5)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十六、過去一年，您曾有過以下經驗嗎：就訪問表左邊所列(1)喝酒；(2)

性行為；(3)抽菸；(4)接觸毒品；(5)施用毒品；(6)偷東西；(7)離家
出走；(8)考試作弊；(9)參加幫派活動(未加入幫派)；(10)參加幫派；
(11)瀏覽色情網站、光碟；(12)嘗試自殺；(13)自殘（傷）
；(14)逃學、
蹺課；(15)吃檳榔；(16)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害同學；(17)
罵髒話或粗話侮辱同學；(18)被同學毆打、踢或踹、或用其他工具傷
害；(19)被同學罵髒話或用粗話侮辱；(20)被父母毆打、踢或踹、或
用其他工具體罰管教；(21)因性取向而被霸凌等 21 項經驗，分別請
就訪問表所列選項(1)~(5)，擇一圈選。

第六部分：對於少年福利措施的需求和使用情形
一、你是否知道政府頒定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就訪問表所列(1)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2)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3)少年事
件處理法；(4)毒品危害防治條例；(5)菸害防制法；(6)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7)家庭暴力防治法；(8)性別平等教育法；(9)性騷擾防治法等
9 法規，分別就訪問表所列選項(1)~(3)，擇一勾選。
二、您認為政府應優先提供哪些少年福利措施（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
(1)~(15)，至多可勾選五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5)者，以簡明文
字說明於橫線上。
三、請問在填此份問卷之前，你是否知道及使用過下列各種政府提供之少
年福利服務：請就訪問表左側所列服務類型(1)低收入戶生活扶助；
(2)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3)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4)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費用補助；(5)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補
助；(6)輔導服務；(7)休閒康樂；(8)就業訓練；(9)諮詢服務；(10)
親職教育；(11)學習研討；(12)藝文活動；(13)保護服務；(14)安置
及教養機構；(15)寄養服務；(16)收出養服務；(17)其他等 17 項，
就右側大項「知道」
、
「不知道」
，逐項按照實際情形圈選，若有(17)其
他項者，請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若不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
請在「不需要」
、
「需要」
，擇一圈選。若知道本項之福利措施者，請在
「資格不符」
、
「從未用過」(含資格符合及不知道資格是否符合)、
「曾
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
，擇一圈選。若係「曾經用過，對您幫助程度」
者，應就其下方所列「完全沒幫助」
、
「沒幫助」
、
「普通」
、
「有幫助」
、
「非常有幫助」
，擇一圈選。
四、你曾參與志願服務或公共服務工作為何？
4-1.過去一年來，你是否曾參與志願服務活動，擔任志工：請就訪問表所
列(1)~(6)，擇一勾選，勾選(1)者，跳答第五題。

4-2.你曾參與哪些種類的志願服務（可複選）
：從未參與志願服務者免填，
請就訪問表所列(1)~(7)，至多可勾選三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7)
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五、你有沒有在自家社區附近或校外社團參加過下列的活動（可複選）
：請
就訪問表所列(1)~(6)，可勾選多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6)者，以
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六、請問你是否知道地方政府已經建立讓你可以參與公共事務決策與討論
的管道呢：請就訪問表所列(1)~(3)，擇一勾選，勾選(3)者，以簡明
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七、請問你覺得最重要的公共議題是（可複選）
：請就訪問表所列(1)~(18)，
至多可勾選五項，至少擇一勾選，勾選(18)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
線上。

第七部分：未來期許
一、你畢業後會不會繼續升學：請就訪問表所列(1)~(2)，擇一勾選，勾選
(2)者，以簡明文字說明於橫線上。
二、你希望自己最高達到哪一種教育程度：請就訪問表所列(1)~(8)，擇一
勾選。
三、請問你對於下列事項的同意程度：請逐項勾選。就表側 (1)我認為
人們是值得信任的；(2)我對司法的公正性有信心；(3)我對自己的前途
覺得樂觀；(4)我對目前的教育制度覺得滿意；(5)我願意為社會公益犧
牲個人利益；(6)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協助弱勢民眾；(7) 我認為社會大眾
的道德水平有待提升；(8)我覺得自己是個幸福快樂的人等 8 問項，分別
就訪問表右邊所列 1~5，擇一圈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