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核定文號：處普三字第 1000000802 號
有效期間：至民國 100 年 12 月底止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表
資料時間：100 年 3 月

壹、基本資料
一、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已取得畢業證書之最高學歷)：(單選)
□1.國中及以下 □2.高職
□3.高中
□4.專科
□5.大學 □6.碩士
□7.博士
二、請問您的婚姻狀況：(單選)
□1.未婚
□2.有配偶(含同居)，小孩____人
□3.離婚或分居
□4.喪偶
三、請問您是不是家計主要負責人？(單選)
□1.是
□2.不是
四、請問您目前居住的縣市？(單選)
□1.新北市
□7.桃園縣
□12.雲林縣
□17.澎湖縣

□2.台北市
□3.台中市
□4.台南市 □5.高雄市
□6.宜蘭縣
□8.新竹縣(市)□9.苗栗縣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3.嘉義縣(市)□14.屏東縣 □15.台東縣 □16 花蓮縣
□18.基隆市

五、請問您的從業身分？(單選)
□1.雇主
□3.無酬家屬工作者

□2.自營作業者
□4.受僱者

貳、目前就業狀況
一、請問您的職務名稱
(例舉：職務名稱 採購

及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負責零件原料採買及驗貨)

二、請問您的工作屬於以下哪種工作的職類（指職業別）：(單選)
職 類 別
□1.民意代表、主管及經理人員
□2 專業人員

□3.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例

舉

如廠長、經理等
如研究人員、醫師、護士、會計師、律師、各類工
程師、程式設計師、教師、記者、行銷廣告公關投
資相關之商業專業人員、作家、演員、藝術家等
如課長、工程技術員、資訊助理、研究助理、設備
控制人員、品檢人員、研究助理、仲介、行銷/業
務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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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事務支援人員
□5. 服務及銷售工作人員

如會計、出納、人事、櫃台事務、總機、收帳、文
書處理等
如領隊、導遊、廚師、餐飲服務、美容美髮、保全、
消防、警察、模特兒、商店店長、店員、售貨員等

□6. 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 如園藝、飼育、漁撈等
如營建有關工作人員、金屬、機具製造有關工作人
□7. 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員、手工藝工作人員、電力及電子設備裝修人員、
食品、家具、成衣製造有關工作人員等
□8.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如固定生產設備或機械組裝操作、駕駛等

□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如生產體力工、搬運工等

□10.其他(請說明)

三、請問您目前的工作是全時或部分工時工作：
1.全時或部分工時：(單選)
□(1)全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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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常僱或臨時：(單選)
□(1)常僱員工
□(2)臨時員工（係指定期契約在 6 個月以內或預期工作期間在 6 個月以內者）
3.受僱、承攬或派遣人力：(單選)
□(1)一般僱用
□(2) 承攬

(指定作人與承攬人約定，由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俟工作完成，定
作人給付報酬給承攬人之關係。)

□(3) 派遣人力

(指派遣事業單位與要派單位約定，由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要派單
位提供勞務，並接受要派單位指揮監督管理之關係。)

四、請問您目前工作薪資為？
1.計薪方式(單選)
□(1)月薪制 □(2)日薪制 □(3)時薪制 □(4)按件計酬 □(5)底薪加業績獎金
□(6)其他(請說明)
2.平均每月薪資為多少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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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費及按月給付之獎金等）(單選)
□(1)未滿 17,880 元
□(2)17,880 元~未滿 2 萬元
□(3)2 萬~未滿 2.5 萬元
□(4)2.5 萬~未滿 3 萬元
□(5)3 萬~未滿 4 萬元
□(6)4 萬~未滿 6 萬元
□(7)6 萬~未滿 8 萬元
□(8)8 萬~未滿 10 萬元
□(9)10 萬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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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的工作班別？(單選)
□1.固定班(每天上班時間相同)，
工作時間為(單選)：□(1)白天班

□(2)下午班或小夜班(下午才去上班，上班時間包括晚餐

時間) □(3)大夜班(工作時間包括晚上 12 點)
□2.輪班，是否需要於深夜工作(指工作時間包括晚上 12 點)：□(1)是
□3.不固定班別(指派式或任務型班別，如空服員)。

□(2)否

六、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把工作帶回家加班？(單選)
□1.沒有

□2.偶爾有

□3.經常有

□4.主要在家工作

七、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一日工作時間超過 12 小時的情形？(單選)
□1.有，經常有

□2.有，偶爾有

□3.沒有，不曾有

八、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延長工時(加班)工作的情形？(單選)
□1.沒有(跳問十二)
□2.有，A 延長工時(加班)工作的頻率：(單選)
□(1)經常
□(2)偶爾
B 延長工時(加班)的主要原因？(單選)
□1.工作(或會議)太多
□2.賺加班費
□3.為了考績、升遷或績效獎金
□4.主管要求延長工時(加班)
□5.我的同事都延長工時(加班)，這是公司的文化
□6.我喜歡我的工作
□7.我不想太早回家
□8.其他（請說明
）
九、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在一個月中延長工時(加班)超過 46 小時的情形？(單選)
□1.有，經常有
□2.有，偶爾有
□3.沒有，不曾有
十、請問您最近一年有沒有延長工時(加班)卻沒有領到加班費或補休的情形？(單選)
□1.沒有
□2.有，A 延長工時(加班)卻沒有領到加班費或補休的頻率：(單選)
□(1)經常
□(2)偶爾
B 延長工時(加班)卻沒有領到加班費或補休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1)公司告知我的工作是責任制
□(2)公司對於延長工時(加班)不給付加班費也不補休
□(3)公司規定延長工時(加班)補休，但工作多，沒有時間補休
□(4)怕影響考績、升遷或績效獎金
□(5)怕失去工作
□(6)公司規定可以申請，但自己懶得申請
□(7)勞僱關係好，不計較
□(8)責任心強
□(9)喜歡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
□(10)其他（請說明
）
十一、請問您上個月(3 月)有沒有延長工時(加班)工作？(單選)
□1.沒有
□2.有，延長工時(加班)
小時，其中
(1)有領取加班費的時數為________小時(無則填 0)
(2)補休的時數為____________小時(無則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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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請問您的服務單位有沒有訂定或告知每月最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時數? (單選)
□1.有，每月
小時
□2.沒有
十三、請問您的服務單位對於延長工作時間(加班)的給付為何? (單選)
□1.一律給付加班費
(答 1,2 續答十四)
□2.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
□3.一律給予補休
(答 3，4 跳答十五)
□4.發績效獎金或參與分紅
□5.不發加班費也不給予補休
(答 5，6，7 跳答十六)
□6.沒有規定
□7.其他(請說明

)

十四、勞動基準法規定延長工時(加班)二小時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1/3 以上，再延長二小時
內，加給 2/3 以上。請問您的服務單位對於延長工作時間(加班)的計算方式？(單選)
□1.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
□2.按勞動基準法規定
□3.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沒有加給
□4.低於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計給
□5.沒有規定
□6.其他(請說明
)
十五、請問您的服務單位有沒有訂定或告知每月加班費請領時數或金額的上限？(1、2 可複選)
□1.有限制請領時數，
□2.有限制請領金額，
□3.沒有訂定上限

小時以下
元以下

十六、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休息或依法實施彈性工時者，於十四日中至少應
有二日休息，作為例假。請問您的服務單位有沒有按規定給予您例假？(單選)
□1.有
□2.沒有
十七、請問您最近一年是否連續工作七日而沒有至少休息一日或依法實施彈性工時者，於每十四日中
沒有至少休息二日？(單選)
□1.是，經常有以上情形
□2.是，偶爾有以上情形
□3.否，不曾有以上情形

參、工作與生活狀況
一、請問您認為目前工作與休閒的平衡狀況？(單選)
□1.工作太多
□2.工作有點多
□3.工作和休閒平衡

□4.休閒有點多

二、請問您對於目前與家人或朋友的相處時間感到滿意嗎？(單選)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三、請問延長工時(加班)有沒有對您的身心健康造成影響？(單選)
□1.完全沒影響 □2.不太有影響
□3.有點影響
□4.非常有影響
四、請問延長工時(加班)有沒有對您的家庭生活造成影響?( 家庭生活包含：親子關係、夫妻關係、親
族關係、家務處理、家庭活動等) (單選)
□1.完全沒影響 □2.不太有影響
□3.有點影響
□4.非常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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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問您對於目前工作時數的看法？(單選)
□1.希望增加工作時數，主要原因為(單選)：□(1)希望增加薪水
□(2)獲得升遷
□(3)喜歡目前的工作
□(4)其他(請說明
）
□2.希望減少工作時數，主要原因為(單選)：□(1)更多時間陪伴孩子
□(2)更多時間照顧家中長者或病人等
□(3)想減輕工作帶來的壓力
□(4)更多自己的時間從事其他活動
□(5)其他（請說
）
□3.維持目前的工作時數
六、請問您認為目前服務單位人員短缺狀況？(單選)
□1.常常短缺

□2.有時短缺

□3.很少短缺

4.□從不短缺

肆、對責任制的認知
一、請問您知不知道責任制勞工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由事業單位和勞工雙方以書面訂定，並報請
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備？(單選)
□1.知道
□2.不知道
二、請問您知不知道施行責任制，若事業單位和勞工雙方沒有以書面訂定是違法的？(單選)
□1.知道
□2.不知道
三、請問您知不知道事業單位違法施行責任制，可以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以確保您的
權益？(單選)
□1.知道
□2.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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