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調查計畫送核範例



一、調查目的

一、調查目的
◎辦理調查之必要性，及其預期目標。
◎調查結果之主要用途，及其與施政決策之相關性。

例：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調查目的：蒐集臺北市身心障礙者有關家庭、經濟、
生活、就業情形、職業訓練狀況，及對政府辦理身心
障礙福利服務的了解、使用與期望，以了解臺北市身
心障礙者之生活現況、需求及現有職業訓練之使用情
形，並作為推動相關施政之重要參考。



二、調查對象及區域範圍

◎調查對象之定義應明確。

◎調查對象分布之地區範圍。

例：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一）調查對象：以民國95年3月底戶籍常設於臺閩

地區內，領有政府機關發給之身心障礙手冊者

為對象。

（二）區域範圍：臺閩地區，包括臺灣省、臺北市、

高雄市及福建省之金門縣、連江縣。



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說明）

◎應合理明確，合乎各項通用原則與院頒之標準分類。

（一）調查項目

例：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問卷1）
1.身心障礙者基本資料（9）。

2.居住狀況（5）。

3.經濟狀況（6）。

4.工作狀況及職業訓練（9）。

5.職業訓練需求（2）。

（二）單位：如人、千元、次、平方公尺、％等。

（三）其他應註明事項：

1.名詞定義：原住民住戶（戶內至少1人15歲以上，且具有原住民

 身分者）。

2.另有關項目分類部分，宜以院頒標準分類（如中華民國行業標

 準分類、統計地區標準分類）為原則。



三、調查項目、單位及調查表式（續）
 （包括調查項目之定義及填表說明）

（四）調查表式

◎應繁簡適度，考量受查者填答能力、調查品質與
 時效、及資料處理之便利性。

◎詳列「主要調查項目」及其填答範圍。

◎左上角刊印核定機關名稱、文號及有效期間；若
 可於適當位置刊印填報義務及保密規定較佳。



四、調查資料時期

◎詳述動態資料時段及靜態資料時點。
◎應配合整體調查作業進度。
（一）動態資料：如全年薪資、全年營業收入，資料標準期為1月1日至

12月31日全年。
（二）靜態資料：如年底員工人數，資料標準期為12月31日。

例1：2006年B2C電子商店經營調查
◎資料時期：靜態資料以民國95年6月底之調查為準；動態資料以民國

94年之各項調查所列之時期為準，但調查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例2：對中國大陸投資事業營運狀況調查（按年）
◎資料時期：
靜態資料：以調查年前一年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動態資料：以調查年前一年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五、實施調查期間及進度

◎調查實施期間：應詳述各工作進程之起迄時間，
 如規劃設計、實施調查、資料人工整理審核、資
 料機器檢誤、結果表編製及報告編印等作業。

◎考量各階段工作負荷，合理訂定時程。

※常見錯誤：

(一)未詳列各項作業進度。

(二)進度不完整或不適當，與實際作業期間不符。



例1：我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調查（郵寄）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度：

(一)規劃設計工作：於94年2月至3月進行。

(二)底冊製作：於94年4月抄錄工廠校正暨營運調查之

基本資料，經整理、轉製成抽樣底冊。

(三)問卷試訪及確定：於94年6月中旬完成。

(四)調查表件及附件等製作及寄送：於94年8月中旬前完成。

(五)調查表件回收及整理：於94年8月下旬至9月辦理。

(六)資料輸入、檢誤、整理及統計分析：自94年9月15日
至10月15日為止。

(七)撰寫調查報告：調查結果表於94年11月中旬完成，並

編印相關分析報告。



例2：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實施調查期間及進度：



六、調查方法（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調查方式應配合調查之目的與用途、調查對象與母體之
 性質，選擇採「全查」或「抽樣調查」。

◎常用調查法：派員面訪調查法、郵寄問卷調查法、自行
 填報法、電話詢問調查法、或採混合調查法（如以派員
 訪查為主，對未回收樣本則以通訊或電話催查）。

例1：我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調查

◎調查方式：本調查採郵寄問卷調查法，傳真及電話聯繫
 催詢追蹤為輔。

例2：工商企業經營概況調查

◎調查方式及人力：由經濟部統計處以委外調查人力採通
 訊調查方式辦理。



六、調查方法（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
 --續

◎採抽樣調查者應附抽樣設計，內容包括：調查母體、
 抽樣方法、抽樣程序、母體推估及計算公式等。

例：製造業自動化及電子化調查

--本調查以資料時間民國93年之工廠校正調查廠商為
 抽樣母體，採分業分層抽樣法，依照從業員工人數分
 層後分別採取全查或抽查，抽查層並以各業產值為權
 數決定各業樣本家數，計抽取樣本5,000家。

※常見缺失：

(一)遺漏樣本配置、母數推估及誤差計算方法。

(二)抽樣設計不完善，存在樣本代表性不足問題。

(三)調查母體描述不清。



七、結果表式及整理方法

◎結果表式陳示方式應涵括：

（一）表目錄及單位
表次 表名 資料時間 表頭 表側 單位

表1 身心障礙者性別與身分

 別
94.10.31                                                       A1 B2、B3、B4、

 B6、B7、B8 人；%

表2 身心障礙者之障礙類別 94.10.31 A2
B1、B2、B3、

 B4、B5、
 B7、B8

人；%

表3 身心障礙者之障礙等級 94.10.31 A3
B1、B2、B3、

 B4、B5、
 B6、B8

人；%



（二）表頭分類

A1.身心障礙者性別與身分別

總計

性別 身分別

男 女
低收
入戶

原住民 榮民 榮眷
一般
人口



（三）表側分類

B3.教育程度

（四）輔助說明
1.必要之計算公式及名詞定義。

2.複選題說明（如本問項可複選，故總計>100）。

教育程度

不識字

未曾就學(識字)
國小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技術學院

研究所及以上



※編製時常見錯誤：

(一)結果表與調查表內容不一致。

(二)表頭、表側未按標準分類。

(三)遺漏單位及資料時間。

(四)級距不當（如30%～44%、45%～59%）。

正確：30%～未滿45%、45%～未滿60% 
(五)逕以報告書內容替代。



八、主辦及協辦機關

◎說明調查督導、規劃設計及實際執行機關。
◎委外辦理應列明主辦機關、受託機關及調查執行機關。
例1：工商企業經營概況調查

--本調查之規劃、執行、統計結果分析及調查報告之編
 撰，由經濟部統計處負責辦理。資料處理及統計結果表
 之系統分析及程式設計，由經濟部資訊中心負責或委外
 辦理。

（經濟部統計處→委外人力→受查單位）
例2：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本調查由臺北市政府社會局主辦，經評選審查會議結
 果由一社會資訊管理有限公司為受託單位。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社會資訊管理公司→受訪者）



八、主辦及協辦機關（續）

例3：我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調查

--本調查由經濟部能源局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及淡江大學統計調查研究中心辦理。其分工如下：

(一)經濟部能源局：負責規劃設計、調查事務之 推動。

(二)台灣綜合研究院、淡江大學統計調查研究中心：負

責問卷設計、製作、發送及回收；抽樣設計；資料

之檢誤及結果之分析編印。

（經濟部能源局→財團法人臺灣綜合研究院、淡江大學統
 計調查研究中心→受查單位）



九、所需經費及來源

◎說明經費來源並檢附相關文件。

（如歲出預算書影本）

◎檢附各項經費支出明細表。

例：本調查所需經費約新臺幣xxx萬元整（經
 費明細表詳附件），由勞工局94年身心障
 礙者就業基金及社會局95年公益彩券盈餘
 分配基金各支應新臺幣xxx萬元整。



九、所需經費及來源(續) 
臺北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編列預算項目表

科目 單位 數量 單價 總價

研究主持人費用 人x月 1x10

協同主持人費用 人x月 1x10

專任研究助理(碩士) 人x月 1x10

兼任研究助理(研究所學生) 人x月 2x10

問卷印刷費 份 12,000

抽樣費 式 1

訪員保險費 人 30

電話訪問費 人次 3,000

電話費 式 1

面訪訪問費 份 2,000

資料處理費(含分析) 式 1

製表格與報告撰寫 式 1

報告印刷費 本 250

雜費 月 10

總計



十、其他必要之事項

（一）法令依據
◎說明辦理調查之法源依據

例1：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法令依據：為了解臺閩地區身心障礙者生活狀況與相關

 需求，依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8條及統計法第3條與第
 19條之規定，訂定「95年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以
 下簡稱本調查）實施計畫」，以為辦理本調查之準據。

例2：我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調查
◎法令依據：依據統計法第3條、同法施行細則第18條、

 第37條及能源管理法第5條、第12條規定辦理。



（二）調查週期

◎調查實施週期：如每月、每季、每年、每2年、每3 
年、不定期調查等。

例1：工商企業經營概況調查

◎調查實施週期：

（一）按月動態調查：按月調查1次。

（二）按季調查：按季調查分別於調查年1月、4月、7月
及10月辦理。

（三）按年調查：於調查年5月底辦理。

例2：內政部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

◎調查實施週期：每3年辦理一次。



十一、核定作業注意事項

◎請注意96年度已列管統計調查辦理時程，並督促所屬各
 單位於調查前2個月，將實施計畫送達主計處（室）核

 定。
◎若未列一覽表但因臨時需要增辦調查，除依前揭規定

 外，尚須說明增辦原因。
◎已核定之調查擬於核定期限內變更內容（如臨時取消辦

 理、調查時間、名稱變更及問項增刪等），請依規定重
 新送核或來文備查。

◎實施計畫內容應詳予審核後，檢附核定本（請於錯漏處
 逕註說明）函覆調查主辦單位（詳附件範例）。

◎檢附核定本(若有修正，請檢附註記修正之核定本)、審
 核意見單、調查摘要表，函報行政院主計處備查（詳

 附件範例）。



十二、核定函範例

◎檢附調查實施計畫核定本。

◎核定有效期間。

（一）定期性調查：最長核3年。

（二）未列一覽表臨時增辦或創辦調查：至該調查完成

為止。

◎核定期限內變更調查內容之處理（定期性調查）。

◎調查表之刊印（核定函之文號應刊印於調查表左上
 方）、個別資料保密事項之說明。



十三、函報行政院主計處備查範例

◎說明有效期間。

◎檢附核定函影本、審核意見單、調查摘要表、
 核定本（含核定本封面、實施計畫、調查表、
 結果表、經費來源及支出明細表）。



◎備查函附件範例

（一）「核定本封面」範例。

（二）「審核意見單」範例。

（三）「調查摘要表」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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