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主計總處
婦女婚育與就業訪問表

資料標準日：   105   年   10   月   15   日
調 查 對 象：戶內年滿 1 5 歲之女性人口
（即民國  90  年10  月  15  日及以前出生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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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1050401003號
有效期間：至106年8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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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歲以上
戶內人口數

姓名： 註　　　號

0.妳在人力資源訪問表中之戶內人口編號：

訪問員：　　　　　　　　　　審核員：　　　　　　　　　　指導員：　　　　　　　　　　實地訪問日期：　　　　月　　　　日　　　　午

□現役軍人、監管人口、失蹤人口（停問）　　　　□有偶(或同居)、離婚、分居、喪偶者（接1）　　　　□未婚者（轉2）

2.甲.A.■有生育過：男　　　　人，女　　　　人（65歲及以上者轉4；餘接A-1）
A-1.第1胎：民國　　　　年　　　　月生

第2胎：民國　　　　年　　　　月生

第3胎：民國　　　　年　　　　月生

第4胎以後之最近一胎：民國　　　　年　　　　月生

B.（1）□沒有生育過（65歲及以上者轉4；15-49歲有偶(同居)者接乙；餘轉丙）

乙.妳與妳的丈夫(同居人)分別希望(再)生幾個子女：
乙-1.妳希望(再)生（1）■男　　　　人，女　　　　人

（2）□不想(再)生育

乙-2.妳的丈夫(同居人)希望(再)生（1）■男　　　　人，女　　　　人

（2）□不想(再)生育

丙.現有子女數：男　　　　人，女　　　　人（現無子女者填"0"）（15-49歲現有子女者接3；餘轉4）

2.甲.妳曾經生育過嗎？
生育過幾個子女？

乙.妳與妳的丈夫(同居人)分別希望(再)
生幾個子女？
（限有偶(同居)者查填）

丙.妳現在有幾個子女？

3.妳最小的子女在未滿3（6）足歲以前之主
要照顧方式？理想中之子女照顧者？

4.甲.妳每天平均大約須花費多少時間在無
酬照顧工作上？

乙.妳的丈夫(同居人)每天平均大約須花
費多少時間在無酬照顧工作上？
（限有偶(同居)者查填）

丙.如何才能提升妳的丈夫(同居人)參與
家務工作之意願？（限有偶(同居)者
查填）

5.妳婚前有沒有工作過？

6.妳生(懷)第1胎前有沒有工作過？
（含婚前情形）

7.甲.妳的丈夫(同居人)現在有沒有工作？
（限有偶(同居)者查填，丈夫(同居人)
　不在戶內者亦須查填）

乙.妳現在有沒有工作？

1.妳初婚時的足歲年齡？妳丈夫(或同居人)
在人力資源訪問表內的戶內人口編號？

1.足歲　　　　　歲

編號　　　　　（丈夫(同居人)不在戶內者填"99"）

5.甲.■有工作過：
甲-1.婚前工作年資共計　　　　　年　　　　　月（接甲-2）
甲-2.■婚前最後一份工作：

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
職位名稱：　　　　　　　　　　　　
從業身分：（1）□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3）□受政府僱用者

（2）□無酬家屬工作者　　（4）□受私人僱用者
工作地點：　　　　　 　 縣（市）

乙.（1）□沒有工作過

7.甲.A.■現在有工作，且：（1）□非職業軍人　　（2）□為職業軍人（接A-1）
A-1.他的主要工作每月經常性收入有多少？　　　　　　　元（無酬家屬工作者免填） （接乙）

B.（3）□現在沒有工作（含服義務役）（若勾選此項，註號請勿漏填3）
乙.A.現在有工作

A-1.妳的主要工作每月經常性收入有多少？　　　　　　　元（無酬家屬工作者免填）（接A-2）
A-2.婚前最後一份工作至今之就業狀況：（離職是指離開工作連續3個月以上，請依答案順序優先往前勾選1項）

（1）□曾因結婚離職　　　　　　　　　   （轉 9）
（2）□曾因生育(懷孕)離職（含婚前情形）（接 8）
（3）□曾因其他原因離職　　　　　　　   （接 8）
（4）□婚前至今一直有工作　　　　　　   （接 8）
（5）□婚前無工作，婚後才開始工作且一直工作至今（曾於生育(懷孕)前工作過者轉11；餘轉16）

B.現在沒有工作
（6）□曾因結婚離職，且曾恢復工作　　   （轉 9）
（7）□曾因結婚離職至今一直未工作　　   （轉10）
（8）□曾因生育(懷孕)離職（含婚前情形）（接 8）
（9）□曾因其他原因離職　　　　　　　   （接 8）

（10）□婚前至今一直未工作　　　　　　   （轉17）

照顧者代號：
1. 自己或丈夫(同居人)(小孩的父、母)
2. 父母(小孩的(外)祖父母)
3. 外籍傭工
4. 其他親屬
5. 褓姆(來家或送托)
6. 服務機構附設幼兒園(托兒所、幼稚園)或
 托嬰中心
7. 公立幼兒園(托兒所、幼稚園)或托嬰中心
8. 私立幼兒園(托兒所、幼稚園)或托嬰中心
9. 其他　　　　　

托育時間代號：
1. 平日白天　　　　  4.平日及假日(白天或24小時)
2. 平日半天(或夜間)  5.其他　　　　　
3. 平日24小時

提升參與家務工作意願因素代號：
1. 去除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如：男主外、女主內等)
2. 學習料理家務技能(如：煮飯、育兒方法等)
3. 彈性工作時間(如：在家上班等)
4. 參與家務工作後得到讚美與肯定
5. 提供適合男性參與家務工作之空間設備(如：適合男

性使用之廚房設備等)
6. 透過學校與大眾媒體等管道宣導共同分擔家務價值
7. 其他

4.甲.妳每天平均之無酬照顧工作時間：（甲、乙兩部分均以經常情況下每天平均時間為主）

甲-1.照顧子女　　　　　　小時　　　　分

甲-2.照顧老人　　　　　　小時　　　　分

甲-3.照顧其他家人　　　　小時　　　　分

甲-4.做家事　　　　　　　小時　　　　分

甲-5.志工服務　　　　　　小時　　　　分

乙.妳的丈夫(同居人)每天平均之無酬照顧工作時間：（離婚、分居、喪偶者轉5）（以丈夫(同居人)回答為主）

乙-1.照顧子女　　　　　　小時　　　　分

乙-2.照顧老人　　　　　　小時　　　　分

乙-3.照顧其他家人　　　　小時　　　　分

乙-4.做家事　　　　　　　小時　　　　分

乙-5.志工服務　　　　　　小時　　　　分

丙.如何才能提升妳的丈夫(同居人)參與家務工作之意願：（最多可填3項）（以丈夫(同居人)回答為主）

最主要因素代號：　　　　　

次要因素代號：　　　　　　

再次要因素代號：　　　　　

（接乙-2）

（接丙）

（15-49歲有偶(同居)者接乙；餘轉丙）

（65歲及以上未婚、離婚、分居、喪偶者停問；

　未滿65歲之未婚有工作者轉16；
　未滿65歲之未婚無工作者轉17；
　餘接乙）

（接6）

6.（1）□有工作過　 （2）□沒有工作過　 （3）□未曾生育(懷孕)過（接7）

3.甲.妳最小的子女在未滿3足歲以前之主要照顧方式：

甲-1.照顧者代號：　　　　　　　　　　（答填4~9者接甲-2；餘轉乙）

甲-2.托育時間代號：　　　　　　　　　（接甲-3）

甲-3.每月平均托育費用：　　　　　　　元（接乙）

乙.妳最小的子女在3至未滿6足歲之主要照顧方式：（最小子女未滿3足歲者轉丙）

乙-1.照顧者代號：　　　　　　　　　　（答填4~9者接乙-2；餘轉丙）

乙-2.托育時間代號：　　　　　　　　　（接乙-3）

乙-3.每月平均托育費用：　　　　　　　元（接丙）

丙.妳理想中之子女照顧者：

丙-1.未滿3足歲以前之照顧者代號：　　　　　　　  （接丙-2）

丙-2.3至未滿6足歲之照顧者代號：　　　　　　　　（接4）

8.甲. 妳是否曾因結婚而變更職位？
乙. 妳是否曾因結婚而變更工作地點？

8.甲.曾變更職位：A.■是，變更後的職位名稱：　　　　　　　　　　　　　（接乙）
　　　　　　　　 B.■否：（1）□婚前有工作且未變更職位（接乙）　（2）□婚前無工作（轉10）
乙.曾變更工作地點：A.■是，變更後的工作地點：　　　　　　  縣（市）（轉10）
　　　　　　　　　  B.□（1）否（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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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5）

（65歲及以上者停問；餘接丙）

（接2）



9.甲.妳因結婚而離職多久才恢復工作？
乙.該份工作情形？
丙.妳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為何？

13.妳在生(懷)第幾胎時離職？（含婚前情形）

14.妳因生育(懷孕)離職前的工作是什麼？
（含婚前情形，請查填第1次因生育
　(懷孕)離職前工作）

17.妳在過去一年有沒有找過工作？（目前
正在找工作或已找工作在等待結果者限
填甲部分）

18.未來3個月內若有理想的工作機會，妳
是否會去工作？（目前正在找工作或已
找工作在等待結果，且隨時可開始工作
者限填甲部分）

12.甲.妳因生育(懷孕)而離職多久才恢復工
作？（含婚前情形，請查填第1次因
生育(懷孕)而離職狀況）

乙.該份工作情形？
丙.恢復工作時妳已有幾個子女？

妳最小的子女幾歲？
丁.妳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為何？

（恢復工作原因代號請參照第9題）

10.妳因生育(懷孕)而離職與恢復工作的情
形為何？（含婚前情形）

11.妳是否曾因生育(懷孕)而變更職位？
（含婚前情形）

19.妳是否為新移民(外籍配偶)？
（限有偶(同居)者查填）

9.甲.離職後　　　　年　　　　月才恢復工作（需達3個月）（接乙）

乙.該份工作：

乙-1：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接乙-2）

乙-2：職位名稱：　　　　　　　　　　　　　（接乙-3）

乙-3：工作地點：　　　　　　　　　縣（市）（接丙）

丙.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代號　　　　　　　　   （接10）

10.甲.■曾因生育(懷孕)而離職，且：（1）□曾恢復工作（轉12）
（2）□未曾恢復工作（轉13）

乙.■未曾因生育(懷孕)而離職，且：（3）□曾於生育(懷孕)前工作過（接11）
（4）□其他（曾因結婚離職者或婚後曾離職者轉15；餘轉16）

11.甲.■是：（請查填第1次因生育(懷孕)而變更職位情形）
甲-1.變更前職位名稱：　　　　　　　　　　　　　（接甲-2）
甲-2.變更後職位名稱：　　　　　　　　　　　　

乙.■否，妳生(懷)第1胎前的工作：
（1）□同婚前最後一份工作
（2）□同因結婚而離職(需達3個月)後恢復的工作
（3）■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

職位名稱：　　　　　　
從業身分：□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受政府僱用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私人僱用者

19.（1）□是　 （2）□否

12.甲.離職後　　　　年　　　　月才恢復工作（需達3個月）（接乙）

乙.該份工作：

乙-1.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接乙-2）
乙-2.職位名稱：　　　　　　　　　　　　   （接丙）

丙.恢復工作時，妳：

丙-1.已有子女　　　　　　　　  人（接丙-2）
丙-2.最小的子女　　　 歲　　　 月（滿3足歲者免填月數；若復職時尚未生育過子女者免填）（接丁）

丁.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代號　　　　　　（接13）

恢復工作原因代號：
1. 負(分)擔家計  6. 實現自我
2. 個人經濟獨立  7. 不願與社會脫節
3. 遇到理想的工作機會 8. 不願賦閒在家
4. 子女照顧負擔減輕 9. 其他　　　　
5. 老人或其他家人照顧負擔減輕

1. 本調查之法律依據：統計法第20條「政府辦理統計時被調查

者無論為機關、團體或個人均有據實詳盡報告之義務」。

2. 本表所填資料，只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析之用，工作人員絕

不對外洩漏，如有損害貴戶權益時，依法應予議處。

13.在第　　　　，　　　　，　　　　，　　　　胎時離職（最多填前4次離職情形）（接14）

（接15）

15.妳從婚前最後一份工作至今，曾經離職
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15.（甲、乙、丙請依實際發生過的情形，依序填寫答案號碼；乙、丙均指第1次離職情形）

甲.曾因結婚離職者的離職主要原因：代號　　　　　　

乙.曾因生育(懷孕)離職者的離職主要原因：代號　　　　 （含婚前情形）

丙.曾因其他原因離職者的離職主要原因：代號　　　　　（接丙-1）
丙-1.妳因其他原因離職後，是否曾恢復工作？

（1）■是，恢復工作的主要原因：代號　　　　

　（恢復工作原因代號請參照第9題）　

（2）□否

丙-2.妳因其他原因離職前的工作？

（1）□同婚前最後一份工作

（2）□同因結婚而離職(需達3個月)後恢復的工作

（3）■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

職位名稱：　　　　　　

從業身分：□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受政府僱用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私人僱用者

離職原因代號：
1. 準備生育(懷孕)
2. 照顧子女 
3. 照顧老人
4. 照顧其他家人 
5. 健康不良
6. 工作地點不適合 
7. 工作時間(時段)不適合
8. 工作收入不高 
9. 工作環境不良

10. 資遣(含解僱或被公司要求自行離職)
11. 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證照考試)
12. 想在自(夫)家事業幫忙或創業
13. 退休
14. 其他　　　

（目前有工作者接16；
　餘轉17）

16.妳目前是否打算換工作或停止工作？ 16.甲.■是：
A. ■希望換工作：（以下情形可複選）
（1）■想更換職位，名稱為　　　　　　　　　　　 　
（2）■想增加收入，每月平均收入為　　　　　　　　  元
（3）□想從事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
（4）□其他　　　　　　

B.（5）□希望停止工作
乙.（6）□否

（有偶(同居)者轉19；餘停問）

17.甲.■有，但從未找到理想工作的原因是：（最多可填3項）
（1）□專長技能(證照資格)不合（7）□性別、婚姻狀況限制
（2）□教育程度不合　　　　   （8）□語言限制
（3）□待遇不合　　　　　　   （9）□健康狀況限制(含身心障礙) 
（4）□工作地點不適合　　　 （10）□景氣不佳
（5）□工作時間(時段)不適合   （11）□其他　　　 　
（6）□年齡限制　　　　　　  （12）□曾找到(從事)理想工作

乙.（13）□沒有（接18）

18.甲.■是，希望的：
甲-1.職位名稱：　　　　　　　　　 　　　
甲-2.每月工作收入：　　　　　　　　 　   元

乙.■否，不會去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1）□想生育或再生育　　　　　   （6）□求學或受訓(含準備公職與證照考試)
（2）□需要照顧子女　　　　　　   （7）□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
（3）□需要照顧老人　　　　　　   （8）□擔心與社會脫節無法勝任工作　　　  （接乙-1）
（4）□需要照顧其他家人(含孫子女)（9）□健康不良
（5）□需要做家事　　　　　　　 （10）□其他　　　　　　
乙-1.妳是否想工作？（1）□是　　 （2）□否

（有偶(同居)
　者接19；
　餘停問）

14.（1）□同婚前最後一份工作
（2）□同因結婚而離職(需達3個月)後恢復的工作
（3）■是否為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1）□是　 （2）□否

職位名稱：　　　　　　
從業身分：□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受政府僱用者

□無酬家屬工作者　　□受私人僱用者

（曾因結婚離職者或婚後
　曾離職者轉15；
　餘轉16）

備註：

最主要

次　要

再次要

（接18）

行政院主計總處
婦女婚育與就業訪問表（續）

（接丙-2）

其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