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wan
ISSP 2019 – Social Inequality V
Questionnaire

2019 七期五次問卷 I 社會不平等

受訪者編號：

□□□□□□

訪問開始時間：

月

日

時

分 （24 小時制）

A、基本狀況
A1.性別：□(01)男

□(02)女

A2.請問您是什麼時候出生的（以身分證上的為主）？民國_________年_________月
A3.請問您十五歲以前，在哪裡住最久？
省／縣／市

鄉／鎮／市／區

郵遞區號□□□

A4.請問您現在居住在哪裡？
□(01)同戶籍地址
□(02)現住地址：

郵遞區號□□□
省／縣／市
路／街

村里編號□□□□□□□□□□□
鄉／鎮／市／區

段

巷

A5.請問您覺得您現在居住的地區是都市或鄉村？
□(01)大都市
□(02)大都市旁的郊區
□(04)農村地區

村／里
弄

號

□(03)小都市或小鎮

□(05)獨立農家

A6.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訪員請唸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3)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說明

A7.請問您父親是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生的？
□(01)台灣
□(02)中國大陸

□(03)其他國家，請說明

A8.請問您母親是哪裡人？《訪員請唸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3)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說明

A9.請問您母親是在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出生的？
□(01)台灣
□(02)中國大陸

□(03)其他國家，請說明

A10.請問您是哪裡人？《訪員請唸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5)其他，請說明

1

□(03)台灣原住民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A11.《不論父親存歿都請回答》請問您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提示卡1）
□(01)無／不識字
□(02)自修／識字／私塾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商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學校或軍警官大學

□(18)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

A12.《不論母親存歿都請回答》請問您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提示卡 1）
□(01)無／不識字
□(02)自修／識字／私塾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商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學校或軍警官大學

□(18)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

A13.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提示卡1）
□(01)無／不識字 （跳答A18）
□(02)自修／識字／私塾 （跳答A18）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商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學校或軍警官大學

□(18)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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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請問您有沒有畢業？
□(01)有
□(02)沒有，就學中

□(03)沒有，讀到幾年級？

A15.從國小一年級算起，請問您總共受幾年的學校教育？_________年
《教育程度在國中（初職）或以下者，請跳答A18。》
A16.請問您（最高學歷）就讀哪一所學校？（請填寫學校完整校名）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縣∕市，國∕省∕市∕縣∕私立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科系（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A17.請問這個科系的學制是四技，還是二技？ 《A13回答(18)、(19)才答此題》
□(01)不是
□(02)四技
□(03)二技
A18.請問您目前的婚姻狀況是？ 《訪員請唸選項》 （提示卡2）
□(01)單身且從沒結過婚 （跳答A22）
□(02)已婚且與配偶同住
□(03)已婚但沒有與配偶同住

□(04)同居

□(05)離婚 （跳答A22）

□(06)分居 （跳答A22）

□(07)配偶去世 （跳答A22）

□(08)其他，請說明

A19.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是什麼時候出生的？民國_________年_________月
A20.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教育程度是： （提示卡 1）
□(01)無／不識字
□(02)自修／識字／私塾
□(03)小學

□(04)國（初）中

□(05)初職

□(06)高中普通科

□(07)高中職業科

□(08)高職

□(09)士官學校

□(10)五專

□(11)二專

□(12)三專

□(13)軍警校專修班

□(14)軍警校專科班

□(15)空中行專／商專

□(16)空中大學

□(17)軍警官學校或軍警官大學

□(18)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19)大學

□(20)碩士

□(21)博士

□(22)其他，請說明

A21.請問您先生／太太（或同居伴侶）的父親是哪裡人？《訪員請唸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3)台灣原住民
□(04)大陸各省市（含港澳金馬）

□(05)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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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請問您目前的宗教信仰（台語：信什麼教）？
□(01)佛教，有皈依
□(02)佛教，未皈依

□(03)道教

□(04)民間信仰

□(05)一貫道

□(06)回教（伊斯蘭教）

□(07)天主教

□(08)基督教

□(09)沒有宗教信仰

□(10)其他，請說明

A23.請問您常不常參加宗教活動（例如：進香、禪修、做禮拜、靈修聚會、宗教志工服務），
大概多久一次？ 《「沒有宗教信仰」者也請回答此題》 （提示卡3）
□(01)每星期好幾次
□(02)每星期一次
□(03)一個月兩、三次
□(04)一個月一次

□(05)一年好幾次

□(06)一年一次

□(07)幾乎沒有（比一年一次更少） □(08)從未參加

B、ISSP 2019 核心題組
B1.一個人要在社會上比別人更成功，請問您覺得下面這些因素對一般人來講重不重要？
（提示卡4）
非
常
重
要

很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不
是
很
重
要

一
點
都
不
重
要

無
法
選
擇

a. …出身自有錢人家庭重不重要？【ISSP
Q1a】

□(01) □(02) □(03) □(04) □(05) □(94)

b. …父母教育程度高重不重要？【ISSP
Q1b】

□(01) □(02) □(03) □(04) □(05) □(94)

c. …自己的教育程度重不重要？【ISSP
Q1c】

□(01) □(02) □(03) □(04) □(05) □(94)

d. …有很想要成功的企圖心重不重要？

□(01) □(02) □(03) □(04) □(05) □(94)

e. …努力工作重不重要？【ISSP Q1d】

□(01) □(02) □(03) □(04) □(05) □(94)

f. …好的人脈（認識有關係的人）重不重要？
□(01) □(02) □(03) □(04) □(05) □(94)
【ISSP Q1e】
g. …認識有政治關係的人重不重要？【ISSP
Q1f】

□(01) □(02) □(03) □(04) □(05) □(94)

h. …送紅包重不重要（賄賂有沒有用）？
【ISSP Q1g】

□(01) □(02) □(03) □(04) □(05) □(94)

i. …一個人的族群背景重不重要？【ISSP Q1h】 □(01) □(02) □(03) □(04) □(05) □(94)
j. …一個人的宗教信仰重不重要？【ISSP Q1i】 □(01) □(02) □(03) □(04) □(05) □(94)
k. …一個人是男性或女性重不重要？【ISSP
□(01) □(02) □(03) □(04) □(05) □(94)
Q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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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請問您覺得您目前實際賺（或領）的錢是比您應該得到的多還是少？假如您現在沒有工作，
請依照您上一份工作的薪水來回答。
□(01)比自己應得的少很多
□(02)比自己應得的少
□(03)就是自己應得的

□(04)比自己應得的多

□(05)比自己應得的多很多

□(06)從來沒有工作過

B3.我們想知道，您覺得做下面這些工作的人實際賺多少錢（稅前）？請您告訴我們每個工作
每個月大約是賺多少錢？大部分人對於別人的收入都不是很清楚，但還是請您猜一個最接近
的數目。雖然這有點難，但因為這很重要，所以請您試試看。請您告訴我們，他們每個月實
際賺多少錢（稅前）？【如果有多個答案，請填第一次的答案】
a. 您認為一個醫生每個月大約賺多少錢？【ISSP Q2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b. 您認為一個國內大型公司的董事長每個月大約賺多少錢？【ISSP Q2b】____________元
c. 您認為一個商店的店員每個月大約賺多少錢？【ISSP Q2c】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d. 您認為一個工廠裡沒有技術的工人每個月大約賺多少錢？【ISSP Q2d】____________元
e. 您認為一個中央政府的部長每個月大約賺多少錢？【ISSP Q2e】__________________元
B4.再來，您覺得做下面這些工作的人應該得到多少錢？不管他們實際賺多少，請您告訴我們，
您認為他們每個月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
a. 您認為一個醫生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ISSP Q3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b. 您認為一個國內大型公司的董事長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ISSP Q3b】__________元
c. 您認為一個商店的店員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ISSP Q3c】____________________元
d. 您認為一個工廠裡沒有技術的工人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ISSP Q3d】 _________元
e. 您認為一個中央政府的部長應該得到多少錢才合理？【ISSP Q3e】________________元
B5.請問您同不同意下列的說法？ （提示卡5）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所
謂
同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選
擇

a.台灣社會的收入高低差太多。【ISSP Q4a】□(01)

□(02) □(03) □(04) □(05) □(94)

b.減少收入高與收入低的人之間的收入差
□(01)
距，是政府的責任。【ISSP Q4b】

□(02) □(03) □(04) □(05) □(94)

c.政府應該提供失業者一般的生活水準。
□(01)
【ISSP Q4c】

□(02) □(03) □(04) □(05) □(94)

d.減少員工薪資高低之間的差距是私人企
□(01)
業的責任。【*ISSP Q4d】

□(02) □(03) □(04) □(05)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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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以下列出的對象中，請問您認為誰對減少收入高與收入低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應負擔最
大的責任？ （提示卡 6） 【*ISSP Q5】
□(01)私人企業
□(02)政府
□(03)工會
□(04)收入高的人自己

□(05)收入低的人自己

□(06)沒有必要減少收入的差距

□(94)無法選擇
B7.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的說法：台灣大部分的政治人物並不關心如何減少收入高與收入低的
人之間的收入差距。 【*ISSP Q6】
□(01)非常同意
□(02)同意
□(03)無所謂同不同意
□(04)不同意

□(05)非常不同意

□(94)無法選擇

B8.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府對於減少收入高與收入低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沒有成效？【*ISSP
Q7】
□(01)很有成效
□(02)還算有成效
□(03)談不上有或沒有成效
□(04)不太有成效

□(05)很沒有成效

□(94)無法選擇

B9a.請問您覺得收入高的人的稅率（應該繳的稅佔他們收入的比例）比收入低的人的稅率應
該比較高、比較低或一樣？ 【ISSP Q8a】
□(01)應該高很多
□(02)應該較高
□(03)應該一樣
□(04)應該較低

□(05)應該低很多

□(94)無法選擇

B9b.一般來說，請問您認為目前台灣對於高收入的人所抽的稅是太高或太低？ 【ISSP Q8b】
□(01)高太多
□(02)太高
□(03)剛好
□(04)太低

□(05)低太多

□(94)無法選擇

B10a.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可以花更多的錢得到比較好的醫療照護，請問您認為這樣公
不公平？ 【ISSP Q9a】
□(01)非常公平合理
□(02)還算公平合理
□(03)很難說公平或不公平
□(04)不太公平合理

□(05)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94)無法選擇

B10b.收入高的人比收入低的人，可以花更多的錢讓自己的小孩接受更好的教育？請問您認為
這樣公不公平？ 【ISSP Q9b】
□(01)非常公平合理
□(02)還算公平合理
□(03)很難說公平或不公平
□(04)不太公平合理

□(05)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94)無法選擇

B11.有些人對於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感到憤慨，有些人則不會。當您想到台灣的窮人
與富人間的財富差距時有什麼感覺？如果 0 分代表一點也不憤慨，10 分代表非常憤慨，請問
您覺得自己會是幾分？ （提示卡 7） 【*ISSP Q10】
一點也不憤慨

非常憤慨

無法
選擇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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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關於國與國之間的差別，請問您同不同意下面的說法？

非
常
同
意

無
所
謂
同
不
同
意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無
法
選
擇

a.目前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經濟差距太大。
□(01) □(02) □(03) □(04) □(05) □(94)
【*ISSP Q11a】
b.有錢國家的人民應該多繳一些稅來幫助窮
□(01) □(02) □(03) □(04) □(05) □(94)
國的人民。【*ISSP Q11b】
c.窮國的人民應被允許到有錢的國家工作。
□(01) □(02) □(03) □(04) □(05) □(94)
【*ISSP Q11c】

B13.不論世界上哪一個國家，社會中都會有衝突。請問您認為在台灣，下面的群體之間有沒
有衝突？ （提示卡8）
非
常
強
烈
的
衝
突

強
烈
衝
突

不
太
強
烈
的
衝
突

沒
有
衝
突

無
法
選
擇

a.富人和窮人之間有沒有衝突？ 【ISSP Q12a】

□(01) □(02) □(03) □(04)

□(94)

b.勞動階級和中產階級之間有沒有衝突？【ISSP
Q12b】

□(01) □(02) □(03) □(04)

□(94)

c.管理階層和員工之間有沒有衝突？【ISSP
Q12c】

□(01) □(02) □(03) □(04)

□(94)

d.社會頂層和底（下）層的人之間有沒有衝突？

□(01) □(02) □(03) □(04)

□(94)

e.年輕人和老年人之間有沒有衝突？【*ISSP
Q12d】

□(01) □(02) □(03) □(04)

□(94)

f.台灣出生的人和從國外來台灣生活的人之間有
沒有衝突？【*ISSP Q12e】

□(01) □(02) □(03) □(04)

□(9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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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a.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下面有一個由上到下的
圖表。請問您認為您自己最接近這個圖表裡面的哪一層？ （提示卡9） 【ISSP Q13a】
最頂層

最底層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最頂層

最底層

B14b.請問您認為您小時候成長時的家庭屬於哪一層？ （提示卡 9） 【ISSP Q13b】
最頂層

最底層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最頂層

最底層

B14c.請問您認為十年後，您會在哪一層？ （提示卡9） 【*ISSP Q13c】
最頂層

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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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最頂層

最底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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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a.請問您認為台灣社會目前最頂層（第十層）的家庭，平均每個月家庭所有的（稅前）收
入差不多有多少？（包括薪資、年終獎金、年節分紅、加班費、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
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等收入）

元

B15b.請問您認為台灣社會目前最底層（第一層）的家庭，平均每個月家庭所有的（稅前）收
入差不多有多少？（包括薪資、年終獎金、年節分紅、加班費、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
投資利息、房租、退休金、或父母／小孩給予的生活費、政府的補助等收入）
___________________元
B16.就您的看法，在決定一個人應該領多少錢才合理時，下面這幾點有多重要？ （提示卡10）
非
常
重
要

很
重
要

有
點
重
要

不
是
很
重
要

一
點
也
不
重
要

無
法
選
擇

a.這個工作所擔的責任多大，您認為這一點
□(01) □(02) □(03) □(04) □(05) □(94)
對於決定賺多少有多重要？【ISSP Q14a】
b.所受教育與訓練的年數？【ISSP Q14b】

□(01) □(02) □(03) □(04) □(05) □(94)

c.看維持一個家庭生活開銷需要多少？

□(01) □(02) □(03) □(04) □(05) □(94)

d.看這個人有沒有小孩要養，這一點對於決
定賺多少有多重要？ 【ISSP Q14c】
e.看這個人工作做得好不好，這一點對於決
定賺多少有多重要？ 【ISSP Q14d】

□(01) □(02) □(03) □(04) □(05) □(94)
□(01) □(02) □(03) □(04) □(05) □(94)

以下五個圖形代表五種不同類型的社會，請閱讀以下的說明及圖形（垂直代表階層，橫寬代
表人數）。

第一類型
一小部分菁英
在上層，中間層
非常少，絕大多
數的人在底層。

第二類型
金字塔型的社
會，少數的菁英
在上層，中間層
的人較多，多數
人集中在底層。

第三類型
第四類型
第五類型
金字塔型的社 大多數人在中 多數人接近上
會，不過最底層 間層的社會。
層，只有少數人
的人數不是最
接近下層。
多。

B17a.請問您認為哪一個類型的社會最接近現在的台灣？ （提示卡11） 【ISSP Q15a】
□(01)第一類型
□(02)第二類型
□(03)第三類型
□(04)第四類型
□(05)第五類型
□(94)無法選擇
B17b.請問您希望台灣社會應該要成為哪一個類型的社會？ （提示卡11） 【ISSP Q15b】
□(01)第一類型
□(02)第二類型
□(03)第三類型
□(04)第四類型
□(05)第五類型
□(94)無法選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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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請問您覺得台灣的所得分配公不公平？ 【*ISSP Q16】
□(01)非常公平
□(02)公平
□(03)不公平
□(04)非常不公平
□(94)無法選擇
B19.請問您在外面的時候，常不常接觸到比您窮很多的人？如在街上、大眾交通工具、商店、
住家附近鄰里、或是在您工作的地方。 （提示卡 12） 【*ISSP Q17a】
□(01)每天
□(02)每星期好幾次
□(03)每星期一次
□(04)一個月兩三次
□(05)一個月一次
□(06)一個月不到一次
□(07)從未
□(94)無法選擇
B20.請問您在外面的時候，常不常接觸到比您富有很多的人？如在街上、大眾交通工具、商
店、住家附近鄰里、或是在您工作的地方。 （提示卡12） 【*ISSP Q17b】
□(01)每天
□(02)每星期好幾次
□(03)每星期一次
□(04)一個月兩三次
□(05)一個月一次
□(06)一個月不到一次
□(07)從未
□(94)無法選擇
B21.通常一個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收入來源，且不只一個人在賺錢。請問您目前家庭總收入應
付日常需要的開銷，是困難還是容易？ 【*ISSP Q18a】
□(01)非常困難
□(02)有點困難
□(03)既不容易也不困難
□(04)有點容易
□(05)非常容易
□(94)無法選擇
B22.在未來 12 個月內，請問您覺得您們家在應付生活開銷上是困難還是容易？ 【*ISSP Q18b】
□(01)非常困難
□(02)有點困難
□(03)既不容易也不困難
□(04)有點容易
□(05)非常容易
□(94)無法選擇
B23.請問您或您的家人常不常因為沒錢買食物而少吃一餐？ （提示卡12） 【*ISSP Q18c】
□(01)每天
□(02)每星期好幾次
□(03)每星期一次
□(04)一個月兩三次
□(05)一個月一次
□(06)一個月不到一次
□(07)從未
□(94)無法選擇
B24.請問您認為台灣的窮人是在增加、減少或是沒有改變？
□(01)增加很多
□(02)增加一些
□(03)沒有改變
□(04)減少一些
□(05)減少很多
B25.一個人會窮的原因有很多，請問您贊不贊成下面的說法？
贊
成

不
贊
成

很
不
贊
成

□(01)

□(02)

□(03)

□(04)

b.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運氣、命運不好（際遇不好）。 □(01)

□(02)

□(03)

□(04)

c.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隨意用錢。

□(01)

□(02)

□(03)

□(04)

d.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沒有工作機會。

□(01)

□(02)

□(03)

□(04)

e.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社會對他（她）不公平。

□(01)

□(02)

□(03)

□(04)

f.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他（她）不願意工作。

□(01)

□(02)

□(03)

□(04)

a. 一個人會窮是因為努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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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一般來說，請問您認為一般人都可以信任，還是您覺得跟人來往要小心一點比較好？ （提
示卡13） 【*ISSP Q19】
□(01)一般人都可以信任
□(02)一般人通常可以信任
□(03)跟人來往通常要小心一點
□(04)跟人來往幾乎都要小心一點
□(94)無法選擇
受訪者 15 歲時父親的工作
B27.您國（初）中畢業或 15 歲時，請問父親還在嗎？有沒有工作？
□(01)父親在，且有工作 □(02)父親在，但那時沒有工作或已退休
□(03)父親已過世
□(97)不知道父親是誰／不知道父親那時有沒有工作（跳答 B32）
《第 B28-B31 題：第 B27 題選 02 者，請受訪者回答父親的前一份工作或退休前的工作；
選 03 者，請受訪者回答父親過世前的工作。》
B28.您國（初）中畢業或15歲時，請問您父親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他當時的主要職位和工
作內容是什麼？ 【ISSP Q21a】
a.行業／公司名稱
b.部門（無部門者免填）

，主要產品、服務內容
，職位

行業□□□
變遷職位□□□
ISCO08□□□□

詳細工作內容
□受訪者15 歲之前，父親沒有工作、兼職或打工過 （跳答B32）

B29.在那個時候，請問您父親在哪裡工作？為誰工作？ （提示卡 14a） 【ISSP Q20a】
□(01)受固定公司或機構雇用 → 續答 B29a
B29a. （提示卡 14b）
□(01)政府部門

□(02)公立學校

□(03)私立學校

□(04)公營企業

□(05)私人企業或機構（含人民團體）
□(06)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
□(02)自己是老闆且有雇人
□(03)為自己（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跳答 B32）
□(04)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且有領薪水
□(06)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07)家庭代工
□(08)其他，請說明
B30.在那個時候，請問您父親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雇有多少員工？ （不含父親本人） （提
示卡15）
□(01)0 人 （跳答 B32） □(02)1~2 人
□(03)3~9 人
□(04)10~29 人
□(05)30~49 人
□(06)50~99 人
□(07)100~299 人
□(08)300~499 人
□(09)500~999 人
□(10)1000 人或以上
B31.在那個時候，請問您父親的工作在職務上有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01)有
□(02)沒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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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5 歲時母親的工作
B32.您國（初）中畢業或 15 歲時，請問母親還在嗎？有沒有工作？
□(01)母親在，且有工作 □(02)母親在，但那時沒有工作或已退休
□(03)母親已過世
□(97)不知道母親是誰／不知道母親那時有沒有工作（跳答 B37）
《第 B33-B36 題：第 B32 題選 02 者，請受訪者回答母親的前一份工作或退休前的工作；
選 03 者，請受訪者回答母親過世前的工作。》
B33.您國（初）中畢業或15歲時，請問您母親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她當時的主要職位和工
作內容是什麼？ 【ISSP Q21b】
a.行業／公司名稱
b.部門（無部門者免填）

，主要產品、服務內容
，職位

行業□□□
變遷職位□□□
ISCO08□□□□

詳細工作內容
□受訪者15 歲之前，母親沒有工作、兼職或打工過 （跳答B37）

B34.在那個時候，請問您母親在哪裡工作？為誰工作？ （提示卡14a）【ISSP Q20b】
□(01)受固定公司或機構雇用 → 續答 B34a
B34a. （提示卡 14b）
□(01)政府部門
□(02)公立學校
□(03)私立學校
□(04)公營企業
□(05)私人企業或機構（含人民團體）
□(06)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
□(02)自己是老闆且有雇人
□(03)為自己（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跳答 B37）
□(04)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且有領薪水
□(06)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07)家庭代工
□(08)其他，請說明
B35.在那個時候，請問您母親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雇有多少員工？ （不含母親本人） （提
示卡15）
□(01)0 人 （跳答 B37） □(02)1~2 人
□(03)3~9 人
□(04)10~29 人
□(05)30~49 人
□(06)50~99 人
□(07)100~299 人
□(08)300~499 人
□(09)500~999 人
□(10)1000 人或以上
B36.在那個時候，請問您母親的工作在職務上有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01)有
□(02)沒有
B37.當您15歲左右，請問您家裡大約有幾本書？ （提示卡16）
□(01)沒有書
□(02)一兩本
□(03)約10本
□(05)約50本
□(06)約100本
□(07)約200本
□(09)1000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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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是指全職的正式工作，須持續三個月，每週工作三十個小時。無正式學歷者請
直接回答第一份工作。》
B38.請問您完成學業離開學校之後的第一份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a.行業／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服務內容

b.部門（無部門者免填）

，職位

行業□□□
變遷職位□□□
ISCO08□□□□

詳細工作內容
□從來沒有做過正式工作 （跳答 C1）

B39.請問您完成學業離開學校之後的第一份工作是為誰工作？ （提示卡 14a）
□(01)受固定公司或機構雇用 →

續答 B39a

B39a. （提示卡 14b）
□(01)政府部門

□(02)公立學校

□(03)私立學校

□(04)公營企業

□(05)私人企業或機構（含人民團體）
□(06)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
□(02)自己是老闆且有雇人
□(03)為自己（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跳答 C1）
□(04)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且有領薪水
□(06)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07)家庭代工
□(08)其他，請說明
B40.請問您當時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雇用多少員工？ （不含自己本人） （提示卡15）
□(01)0 人（跳答 C1）
□(02)1~2 人
□(03)3~9 人
□(04)10~29 人
□(05)30~49 人

□(06)50~99 人

□(07)100~299 人

□(09)500~999 人

□(10)1000 人或以上

B41.請問您當時的工作在職務上有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01)有
□(0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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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職業狀況
C1.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在工作？ （提示卡 17）
□(01)有全職工作（每週 30 小時或以上）
□(02)有固定兼職工作
□(03)不固定（打零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6)目前沒有工作

□(07)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08)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9)學徒、受職業訓練者

□(10)已經退休

□(11)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

□(12)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

□(13)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14)服研發替代役

□(15)無薪假／育嬰假／留職停薪

□(16)堅持是全職工作或其他，請說明

C2.包含全職、兼職、打工或為家庭事業工作，請問您做過有收入的工作嗎？ （提示卡18）
□(01)現在有工作，而且是有收入的
□(02)現在的工作沒有收入，但是以前做過有收入的工作
□(03)從以前到現在，做的工作都是沒有收入的
□(04)現在沒有工作，但是以前做過有收入的工作 （跳答 C4）
□(05)現在沒有工作，以前做過的工作都是沒有收入的 （跳答 C4）
□(06)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工作 （跳答 C9）
C3.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地點在哪裡？

省∕縣∕市

鄉∕鎮∕市∕區 郵遞區號□□□

《目前有工作者問現在的工作，已退休者問退休前、失業者問失業前、退出勞動市場者問退
出前》
C4.包含加班和同時有兩份或以上的工作在內，請問您平均每週「所有工作」的工作時數加起
來是幾小時？_______小時
《以下 C5 的 a 至 b 小題，已退休者問退休前、失業者問失業前、退出勞動市場者問退出前》
C5.請問您目前（以前／退休前）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a.行業／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服務內容

b.部門（無部門者免填）

，職位

行業□□□
變遷職位□□□
ISCO08□□□□

詳細工作內容

C6.請問您目前（以前／退休前）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雇有多少員工？ （不含自己本人）
（提示卡 15）
□(01)0 人
□(02)1~2 人
□(03)3~9 人
□(04)10~29 人
□(05)30~49 人

□(06)50~99 人

□(09)500~999 人

□(10)1000 人或以上

□(07)100~2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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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請問您現在（以前／退休前）是老闆還是員工？ （提示卡19）
□(01)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 續答 C7a
位

C7a.請問您雇用幾位員工？

□(02)自己一人（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跳答 C9）)
□(03)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4)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含人民團體、私立學校）
□(06)為公營企業工作

□(07)為政府機構工作

□(08)為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工作

□(09)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10)家庭代工

□(11)其他，請說明

C8.請問您現在（以前／退休前）總共管理幾個員工？

個 （沒有管理員工請填 0）

C9.大多數人認為自己是屬於某一個階級。請問您會說您是屬於哪一個社會階級？ （提示卡
20） 【ISSP Q22】
□(01)下層階級
□(02)勞工階級
□(03)中下層階級
□(04)中層階級

□(05)中上層階級

C10a.請問您現在或以前有沒有加入工會？
□(01)現在有
□(02)以前有，但現在沒有

□(06)上層階級

□(03)從未加入

C10b.請問您目前參加下列的哪一種職業身份的社會保險？ （提示卡 21）
□(01)勞工保險（勞保）
□(02)農民健康保險（農保）
□(03)公教保（公務、公職人員）

□(04)公教保（私校教職）

□(05)軍人保險（軍保）

□(06)國民年金保險（國保）

□(07)無保險

□(08)其他，請說明

C11.請問您目前是否領有台灣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
□(01)有
□(02)沒有
《已婚、同居者回答。未婚、離婚、分居、喪偶者跳答 D1a》
C12.請問您配偶（或同居伴侶）目前有沒有在工作？ （提示卡 17）
□(01)有全職工作（每週 30 小時或以上）
□(02)有固定兼職工作
□(03)不固定（打零工）

□(04)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5)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6)目前沒有工作

□(07)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08)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9)學徒、受職業訓練者

□(10)已經退休

□(11)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

□(12)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

□(13)服義務役或替代役

□(14)服研發替代役

□(15)無薪假／育嬰假／留職停薪

□(16)堅持是全職工作或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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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包含全職、兼職、打工或為家庭事業工作，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做過有收入的
工作嗎？ （提示卡18）
□(01)現在有工作，而且是有收入的
□(02)現在的工作沒有收入，但是以前做過有收入的工作
□(03)從以前到現在，做的工作都是沒有收入的
□(04)現在沒有工作，但是以前做過有收入的工作
□(05)現在沒有工作，以前做過的工作都是沒有收入的
□(06)從來沒有做過任何工作 （跳答 D1a）
《目前有工作者問現在的工作，已退休者問退休前、失業者問失業前、退出勞動市場者問退出
前》
C14.包含加班和同時有兩份或以上的工作在內，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平均每週「所
有工作」的工作時數加起來是幾小時？_______小時
《以下 C15 的 a 至 b 小題，已退休者問退休前、失業者問失業前、退出勞動市場者問退出前》
C15.請問您配偶（或同居伴侶）目前（以前／退休前）工作主要的職位和工作內容是？
a.行業／公司名稱

，主要產品、服務內容

b.部門（無部門者免填）

行業□□□

，職位

變遷職位□□□
ISCO08□□□□

詳細工作內容

C16.請問您配偶目前（或同居伴侶）
（以前／退休前）工作的公司／機構大約雇有多少員工？
（不含配偶本人） （提示卡 15）
□(01)0 人
□(02)1~2 人
□(03)3~9 人
□(04)10~29 人
□(05)30~49 人

□(06)50~99 人

□(07)100~299 人

□(09)500~999 人

□(10)1000 人或以上

□(08)300~499 人

C17.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現在（以前／退休前）是老闆還是員工？ （提示卡19）
□(01)自己當老闆而且有雇用別人 → 續答 C17a
C17a.請問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雇用幾位員工？

位

□(02)自己一人（或與合夥人）工作，但沒有雇用其他人 （跳答 D1a）
□(03)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4)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5)為私人雇主或私人機構工作（含人民團體、私立學校）
□(06)為公營企業工作

□(07)為政府機構工作

□(08)為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工作

□(09)為別人工作，沒有固定雇主

□(10)家庭代工

□(11)其他，請說明

C18.請問在您的配偶（或同居伴侶）現在（以前／退休前）的工作上，有沒有管理其他員工？
□(01)有
□(0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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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日常生活
D1a.請問您家中，包含您本人在內，現在有幾個人住在一起？
非一般私人住家者請填入0，回答0~1人請跳答D2）
位

D1b.其中7~17歲
D1c.0~6歲

位 （住在安養院或

位

D2.一般而言，請問您會比較偏向哪一個政黨？ （提示卡22）
□(01)國民黨
□(02)民進黨
□(04)親民黨
□(05)台聯
□(07)時代力量
□(08)其他，請說明
□(10)泛綠
□(11)有支持政黨，但不回答

□(03)新黨
□(06)無黨籍
□(09)泛藍

D3.民國105（西元2016）年1月的總統選舉，請問您有沒有去投票？投給誰？ （提示卡23）
□(01)有，投給朱立倫 □(02)有，投給蔡英文
□(03)有，投給宋楚瑜
□(04)有，投廢票

□(05)有，但拒答或忘記投給誰

□(07)當時年滿20歲但沒有總統投票權

□(06)沒有去投票
□(08)當時未滿20歲

D4.民國107（西元2018）年11月的全國性公民投票，請問您有沒有去投公投？
□(01)有 □(02)沒有 （跳答D6）
D5.在投公投時，對於「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規定應限定在一男一女的結合？」這一案，請
問您是投同意，還是不同意？ （提示卡24）
□(01)同意 □(02)不同意 □(03)其他
D6.對於目前民法限定婚姻在一男一女的結合，請問在您生活中實際接觸的朋友，是支持的
多，還是反對的多？
□(01)支持的人多很多
□(02)支持的人多一些
□(03)一半一半
□(04)反對的人多一些

□(05)反對的人多很多

D7.請問您平常一天裡面，從早到晚大概總共跟多少人接觸？指一對一的接觸，包括講話、
見面、打電話、寫信、透過網路，對方是認識或不認識的都算。
□(01)0~4人
□(02)5~9人
□(03)10~19人
□(04)20~49人

□(05)50~99人

D8.請問您認為上網在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如何？
□(01)非常重要
□(02)重要
□(03)不太重要

□(06)100人或以上

□(04)一點也不重要

D9.請問您平均每天上網多久？
時
分 《請回答實際使用網路的時間，掛在
網路上不算。沒有使用網路或不會上網，請填 0 時 0 分，並跳答 D19。》
D10.請問您使用的社群網站有哪些？ （提示卡 25） （可複選）
□(01)Facebook（臉書）
□(02) LINE

□(03)Instagram（IG）

□(04)Twitter

□(05)微博／WeChat（微信）／QQ

□(06)YouTube

□(07)其他，請說明______

□(08)都沒有（跳答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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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1.請問您最常用的社群網站是哪一個？ （提示卡 25） （單選）
□(01)Facebook（臉書）
□(02) LINE
□(04)Twitter
□(05)微博／WeChat（微信）／QQ
□(07)其他，請說明______
□(08)都沒有

□(03)Instagram（IG）
□(06)YouTube

D12.在您最常用的社群網站中，請問您目前的朋友名單有幾位？ （提示卡 26）
□(01)0~49 位
□(02)50~99 位
□(03)100~149 位
□(04)150~199 位
□(05)200~249 位
□(06)250~299 位
□(07)300~349 位
□(08)350~399 位
□(09)400~449 位
□(10)450~499 位
□(11)500~549 位
□(12)550~599 位
□(13)600 位或以上
D13.網路上有很多各式各樣的訊息，請問您常不常上網搜尋或確認這些訊息？
□(01)經常
□(02)有時
□(03)很少
□(04)從來沒有
D14.請問您最近 1 年來，多常上網查詢和工作有關的訊息？ （提示卡 27）
□(01)每星期好幾次
□(02)每星期一次
□(03)一個月兩、三次
□(04)一個月一次
□(05)一年好幾次
□(06)一年一次
□(07)幾乎沒有（比一年一次更少） □(08)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D15.請問您最近 1 年來，多常上網學習知識或技能？ （提示卡 27）
□(01)每星期好幾次
□(02)每星期一次
□(03)一個月兩、三次
□(04)一個月一次
□(07)幾乎沒有（比一年一次更少）

□(05)一年好幾次
□(08)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06)一年一次

D16.請問您最近 1 年來，多常上網查詢或閱讀和健康或疾病有關的訊息？ （提示卡 27）
□(01)每星期好幾次
□(02)每星期一次
□(03)一個月兩、三次
□(04)一個月一次
□(05)一年好幾次
□(06)一年一次
□(07)幾乎沒有（比一年一次更少） □(08)沒有這方面的需求
D17.請問您多常在社群網站做下列和政治與公共事務有關的事情？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來沒有

a.觀看（搜尋、瀏覽新聞、訊息、影片）

□(01)

□(02)

□(03)

□(04)

b.分享（轉貼、轉寄新聞、訊息、影片）

□(01)

□(02)

□(03)

□(04)

c.發文（製作、評論新聞、訊息、影片）

□(01)

□(02)

□(03)

□(04)

D18.對於目前民法限定婚姻在一男一女的結合，請問您在網路上的朋友，是支持的多，還是
反對的多？
□(01)支持的人多很多
□(02)支持的人多一些
□(03)一半一半
□(04)反對的人多一些
□(05)反對的人多很多
D19.整體來說，您覺得目前的日子過得快樂嗎？
□(01)很快樂
□(02)還算快樂
□(03)不太快樂
D20.請問您對您現在整體的生活狀況滿意嗎？
□(01)很滿意
□(02)滿意
□(04)有點不滿意
□(05)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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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有點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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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健康生活
E1.請問您的身高是＿＿＿公分；您的體重是＿＿＿公斤
E2.請問您每星期做幾次會讓您明顯流汗的運動或活動？例如籃球、跑步、游泳、快速騎腳踏
車、爬山、跳舞、有氧舞蹈或是其他的有氧運動。
□(01)平均每週少於1次
□(02)平均每週約1次
□(03)平均每週約2~3次
□(04)平均每週約4~6次
□(05)平均每週7次以上
□(06)完全没有
E3.請問您最近兩星期以來，身體還好嗎？
□(01)很好
□(02)還不錯
□(03)差一些

□(04)很差

E4a.請問您最近兩星期以來，曾經因為身體不適或受傷而影響到日常作息（如唸書、工作、
家事）嗎？
□(01)沒有身體不適或受傷
□(02)稍有影響
□(03)頗有影響
□(04)影響很大
E4b.請問您最近兩星期以來，曾經因為心情不好而影響到日常作息（如唸書、工作、家事）
嗎？
□(01)沒有心情不好
□(02)稍有影響
□(03)頗有影響
□(04)影響很大
E5.請問您喝酒嗎？
□(01)從不喝
□(03)經常喝，很少醉
□(05)其他，請說明

□(02)偶而喝
□(04)經常喝，經常醉

E6.請問您抽不抽煙？抽的話大概量多少？
□(01)不抽
□(02)偶而一兩根
□(03)每天不到半包
□(04)每天半包左右
□(05)每天一包左右
□(06)每天兩包左右
□(07)每天兩包以上
E7.下面幾個問題是關於過去一個月內您的感覺及您對周遭生活的感受，請針對每一問題選一
最接近您感覺的答案。在過去一個月中有多少時候……（提示卡28）
在過去一個月中有多少時
候：

一直都是 大部分時間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不

a.覺得擔心害怕？

□(01)

□(02)

□(03)

□(04)

□(05)

□(06)

b.覺得孤單？

□(01)

□(02)

□(03)

□(04)

□(05)

□(06)

c.覺得心情低落和憂鬱？

□(01)

□(02)

□(03)

□(04)

□(05)

□(06)

□(01)

□(02)

□(03)

□(04)

□(05)

□(06)

d.覺得非常的沮喪，沒有任
何事情可以讓您高興起
來？

E8.今年一月到六月，請問您有沒有使用健保卡看過牙醫（有用到健保卡的就算）？
□(01)有

□(0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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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收入狀況
F1.整體而言，請問您家裡的收入與支出相比的情況是？
□(01)相當夠用
□(02)大致夠用
□(03)稍嫌不足

□(04)相當不夠用

F2.請問整體而言，跟五年前相比，您覺得您家中的經濟狀況如何？
□(01)變好很多
□(02)變好一些
□(03)差不多
□(04)變壞一些
□(05)變壞很多
F3.包含您本人在內，請問您全家有幾個人有工作收入？＿＿＿＿人 （包括兼差）
F4.請問您平均每個月所有的（稅前）收入差不多有多少？包含薪資、年終獎金、年節分紅、
加班費、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兼業收入、投資利息、紅利、房租收入、退休金、父母
或小孩給予的生活費、政府津貼給付等其他收入。 （提示卡29）
□(01)無收入（例如：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30 萬元以下
□(23)30 萬元以上
F5.包括各種收入來源，請問您全家人的所有稅前收入，每個月大約多少元？包含薪資、年終
獎金、年節分紅、加班費、執行業務收入、自營收入、兼業收入、投資利息、紅利、房租收
入、退休金、父母或小孩給予的生活費、政府津貼給付等其他收入。 （提示卡30）
□(01)沒有收入
□(02)1 萬元以下
□(03)1~2 萬元以下
□(04)2~3 萬元以下
□(05)3~4 萬元以下
□(06)4~5 萬元以下
□(07)5~6 萬元以下
□(08)6~7 萬元以下
□(09)7~8 萬元以下
□(10)8~9 萬元以下
□(11)9~10 萬元以下
□(12)10~11 萬元以下
□(13)11~12 萬元以下
□(14)12~13 萬元以下
□(15)13~14 萬元以下
□(16)14~15 萬元以下
□(17)15~16 萬元以下
□(18)16~17 萬元以下
□(19)17~18 萬元以下
□(20)18~19 萬元以下
□(21)19~20 萬元以下
□(22)20~30 萬元以下
□(23)30~40 萬元以下
□(24)40~50 萬元以下
□(25)50~100萬元以下
□(26)100 萬元以上
F6.如果把您和／或您的配偶（同居伴侶）所住的房子賣掉，並付清這房子所有的債務，如房
貸或個人貸款的話，大概會剩下多少錢？請盡可能地估計。 （提示卡31）
□(01)只有負債
□(02)我／我們沒有房子
□(03)少於50萬
□(04)50萬~100萬元
□(05)100萬以上，少於200萬 □(06)200萬以上，少於300萬
□(07)300萬以上，少於400萬 □(08)400萬以上，少於500萬 □(09)500萬以上，少於700萬
□(10)700萬以上，少於1000萬□(11)1000萬以上，少於2000萬□(12)2000萬以上，少於3000萬
□(13)3000萬或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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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如果您和／或您的配偶（同居伴侶）把所有的存款、股票、基金或債券換成現金，並付清
個人所有的債務（但不包括任何房貸）的話，大概會剩下多少錢？請盡可能地估計。 （提示
卡32）
□(01)只有負債
□(02)沒剩任何錢
□(03)少於50萬
□(04)50萬~100萬元
□(05)100萬以上，少於200萬 □(06)200萬以上，少於300萬
□(07)300萬以上，少於400萬 □(08)400萬以上，少於500萬 □(09)500萬以上，少於700萬
□(10)700萬以上，少於1000萬□(11)1000萬以上，少於2000萬□(12)2000萬以上，少於3000萬
□(13)3000萬或更多

~非常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受訪者電話：
訪問結束時間：

；手機
月

日

時

21

分 （24小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