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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花蓮縣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項需求評估 

調查問卷 
 

 

 

 

 

 

 

一、基本資料 

1. 填答者： 

 □(01)本人(包含經由翻譯) 

□(02)代答(姓名:         關係:        )請以身障者立場代答 

2. 性別：□(01)男 □(02)女 

3. 出生年月：民國   年   月 

4. 身分別： □(01)閩南人  □(02)客家人  

         □(03)原住民  □(04)外省人 

         □(05)新住民(外籍配偶或大陸港澳配偶)  □(06)其他___________ 

5. 經濟別： □(01)一般戶  □(02)中低收入戶  

         □(03)低收入戶□(04)不清楚，一個月大約領___________元 

6. 身心障礙類別：【請依據身心障礙證明勾選】(可複選) 

 □(01)第一類   □(02)第二類   □(03) 第三類   □(04) 第四類 

□(05)第五類      □(06)第六類   □(07) 第七類   □(08) 第八類 

□(09)第九類      

6.1 請問您是屬於何種障礙(可複選) 

□(01)視覺障礙                   □(02)聽覺機能障礙 

□(03)平衡機能障礙                   □(04)聲音機能或語言機能障礙 

□(05)肢體障礙                       □(06)智能障礙 

□(07)重要器官失去功能               □(08)顏面損傷者 

□(09)植物人                        □(10)失智症(癡呆症)者 

□(11)自閉症者                       □(12)慢性精神病患者 

□(13)多重障礙者                     □(14)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者   

□(15)因罕見疾病而致身心功能障礙者   □(16)其他障礙 

核定機關：花蓮縣政府主計處 
核定文號：府主統字第 0000000 號 
有效期間：○○○年○○月○○日 
統計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問卷編號 主辦機關：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委辦機關：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 ○○ ○○ ○○ 連續編號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十五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

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研訂整體施政決策與統計等應用，個別資料

絕對保密不做其他用途，請惠予合作，詳實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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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身心障礙等級： 

 □(01)輕度  □(02)中度  □(03)重度  □(04)極重度 

8. 初次申請身心障礙手冊(證明)的原因： 

 □(01)先天（出生即有）  □(02)後天疾病所致    □(03)交通事故 

□(04)職業傷害          □(05)老年退化        □(06)不明原因           

□(0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9 您家中是否有其他親屬為身心障礙者?【可複選】 

□(0)無 【續答 10】 

□(1)有 

□(a)配偶或同居人           □(b)父親 

□(c)母親                   □(d)子女             

□(e)兄弟姊妹               □(f)（外）祖父母   □(g)（外）孫子女  

10. 目前最高教育程度：【未滿 6 歲者，請於選項(01)～(02)擇一勾選；6歲以上請於選項

(03)～(09)擇一勾選】 

 □未滿 6歲   

 

□6 歲以上   

 

□(01)未上幼兒園之學齡前兒童 

□(02)上幼兒園之學齡前兒童 

□(03)不識字                  □(04)自修識字 

□(05)國小                    □(06)國／初中     

□(07)高中／職 (含五專前三年) □(08)大專院校 

□(09)研究所及以上 

11. 婚姻狀況： 

 □(01)未婚     

□(02)有配偶或同居(配偶或同居人原國籍_________) 

□(03)離婚或分居(配偶原國籍_________)      

□(04)喪偶(配偶原國籍_________) 

□(0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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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者居住狀況 

【請就(01)家宅 或(02)教(安)養護機構，擇一選項勾選，並回答相關子題】 

12. 受訪者(身心障礙者)居住在： 

 □(01)家宅 

12.1 住宅所有權屬？ 

□(01)自有     □(02)租賃        

□(03)借住     □(0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 

12.2 目前有哪些人與您(身心障礙者)同住？【可複選】  

□(01)無 

□(02)配偶或同居人 

□(03)父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的父母親） 

□(04)子女（含媳婿）  

□(05)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06)（外）祖父母 

□(07)（外）孫子女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08)其他親戚 

□(09)無親屬關係之同住者 (朋友) 

□(10)僱非外籍看護工(外勞)照顧 

□(11)僱外勞照顧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12.3 目前除了您本人之外，與幾人一起生活？                  人 
 

  

□(02)機構（含安療養、長照、醫院、教養院、特殊學校等） 

12.4 居住機構名稱：＿＿＿＿＿＿＿＿＿＿＿＿＿ 

12.5 民國_______年入住目前機構 

12.6 居住於機構之最主要原因？【單選】 

□(1)獨居無人可提供照顧     

□(2)有家人，但家人無意願提供照顧 

□(3)有家人，但家人無時間提供照顧 

□(4)有家人，但家人無能力提供照顧（例如家人老邁） 

□(5)原住宅設計不適合、有限制 

□(6)經濟考量 

□(7)因教育、醫療及復健需要 

□(8)無上述情形，自我意願選擇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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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的主要照顧者(日常生活之主要協助者)是誰？【單選】 

 □(01)無     □(02)配偶或同居人 

□(03)父母親（含配偶或同居人）  □(04)子女（含媳婿） 

□(05)兄弟姊妹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06)（外）祖父母 

□(07)（外）孫子女及其配偶或同居人 □(08)其他親戚 

□(09)無親屬關係之同住者 (朋友)  □(10)僱非外籍看護工照顧（外勞） 

 □(11)僱外勞照顧 □(12)照顧服務員(照服員) 

 □(13)機構人員照顧 □(14)志工 

 □(1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14. 社會支持： 

 14.1 當您(身心障礙者)遇到問題或困難時… 

 
 

 非常 

不同意 

不同

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不適

用 

01.有人可以傾聽你遇到的問題 □ □ □ □ □ 

02.有人會提供你意見或勸告 □ □ □ □ □ 

03.有人會支持或肯定你的想法 □ □ □ □ □ 

04.有人可以(出人/錢/力)協助你 

   解決問題 
□ □ □ □ □ 

 14.2 若有煩惱或問題，可以幫助您(身心障礙者)的朋友或親人有幾個人？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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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居住與家庭方面，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或代答者知不知道花蓮縣政府有提供哪些服務？ 

15-1 您知道以下這些服務嗎? 

住宿式與家庭照顧 居家式服務 社區式服務 

□ 01.住宿式照顧 

□ 02.家庭照顧者

支持及訓練與

研習 

□ 03.居家服務(家務協助身

體照顧) 

□ 04.送餐服務 

□ 05.家庭關懷訪視 

□ 06.自立生活支持(同儕支

持、個人助理)   

□ 07.生活重建(中途致障者

自立訓練、支持團體或諮

詢) 

□ 08.居家無障礙 

□ 09.緊急救援連線 

□ 10.租屋租金補助 

□ 11.家庭托顧 

□ 12.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 

□ 13.社區居住 

□ 14.喘息服務 

□ 15.日間照顧 

□ 16.小規模多機能 

□ 17.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ABC) 

□ 18.社區作業所 

□ 19.婚姻及生育輔導 

□ 20.行為輔導 

□ 21.購買生活輔具 

□ 22.皆無 

15-2 上述服務中您有使用過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寫下服務代碼】□(0)無使用過 

15-3 整體而言，您對於居住與家庭服務使用滿意程度為何? 

□(1)非常不滿意 □(2)不滿意 □(3)普通 □(4)很好 □(5)非常好 

15-4 其他服務沒有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1)不需要        

□(2)有需要【請分別寫下服務代碼】 

□(a)不知道這服務項目_______________ 

□(b)申請麻煩_______________ 

□(c)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  

□(d)自費負擔較高________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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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者家庭經濟狀況 

16.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家中最主要經濟來源【可複選，至多三個答案】 

 □(01)本人            □(02)配偶或同居人 

□(03)父親或母親   □(04)兄弟姊妹 

□(05)子女（含媳婿）  □(06)（外）祖父母  

□(07)（外）孫子女   □(08)其他親戚 

□(09)政府            □(10)慈善機構 

□(11)社區鄰里 

□(12)其他【請說明】：                      

17.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本人的收入來源：【可複選，至多三個答案；並按最主要、次要、

再次要的順序填入下列代號】 

請依優先順序填入代號：最主要_________；次要________；再次要________ 

 (01)完全沒有任何收入          (02)本人工作收入 

(03)房租、利息、股利等收入    (04)配偶/同居人工作收入 

(05)父母親給予                (06)兄弟姐妹給予  

(07)祖父母給予                (08)子女（含媳婿）給予 

(09)孫子女給予                (10)其他親戚給予 

(11)朋友鄰居給予              (12)政府補助或津貼       

(13)慈善機構給予              (14)退休金（俸）     

(15)商業保險給付               

(1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18.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最近半年平均每月能夠自由運用的金錢約為多少元? 

                 元 

19.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家裡最近半年平均每月收入是否足夠支應日常生活需要？ 

 □(1)不夠用 

□(2)收支平衡   

□(3)足夠且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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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現況及職訓需求 

【限年齡為 15 歲以上至 64 歲者、且為非失智症、非植物人者填答，其餘受訪者跳至

下一單元】 

20. 不管您(身心障礙者)現在有沒有工作，您有沒有想要工作？ 

 □(01)沒有 

□(02)有，原因為【可複選】 

□(a)經濟壓力     □(b)成就感       □(c)家人支持 

□(d)學習成長     □(e)別人都有工作 □(f)社會參與 

□(g)有助於復健治療 □(h)獨立自主   □(i)消磨時間 

□(j)其他【請說明】：          

21.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現在的工作情形，比較符合下列哪一項敘述？ 

 □21.1 有就業/工作（續答第 22 至 25 題） 

 22.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工作的型態是？工作多久：          

□(01)正職員工 □(02)部分時間 □(03)定期契約 

□(04)勞動派遣 □(05)其他【請說明】：          

 23.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的工作身份是？ 

 □(01)雇主/自營     □(02)無酬家屬   □(03)受政府僱用 

□(04)私人企業/工廠 □(05)非營利組織 □(06)其他【請說明】：         

 24. 整體而言，您(身心障礙者)對目前的工作滿意嗎？ 

□(01)非常滿意□(02)滿意□(03)普通 □(04)不滿意□(05)非常不滿意 

24-1 整體而言，你覺得目前工作的困難程度? 

□(01)沒有困難□(02)一點點□(03)中等□(04)較困難□(05)非常困難  

 25.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在工作上較感困擾之處？【可複選】 

 □(01)無困擾 

□(02)歧視 

 

□(03)環境 

 

 

□(04)個人 

 

 

 

□(05)受僱單位 

 

 

□(a)勞動條件之差別待遇   

□(b)同事間（對身障者）的異樣眼光 

□(a)上下班之交通或工作地點不佳  

□(b)工作場所欠缺無障礙環境   

□(c)欠缺職務再設計 

□(a)缺乏專門技術 

□(b)與上司同事相處困難  

□(c)生理限制（體弱）  

□(d)興趣不符 

□(a)福利不佳(例如：沒有升遷機會、沒有教育訓練機

會)  

□(b)工作無保障 

 □(06)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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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無就業/工作（續答第 26 題） 

□(1)在找尋工作或等待恢復工作而無報酬 

□(2)有工作能力且想工作，但未去找工作 

□(3)有工作能力，但不想工作 

□(4)在家協助家務，無任何兼差 

□(5)在學或準備升學，無任何兼差 

□(6)身心障礙限制或年邁而無法工作  

□(7)已退休 

 

26.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未就業的原因是？到目前為止失業多久：     年     月 

 □(01)沒有意願或沒有需要 【續答 29 題】 

□(02)想要，但有下列困難（開放問題，請讓受訪者回答，訪員依回答內容勾選下面項目）：  

□(1)職場環境   □(a)工作差別待遇 □(b)無故減薪 □(c)待遇太低 

 □(d)被裁員或解雇 □(e)工時太長  

□(2)物理環境   □(a)交通困難      □(b)地點太遠 □(c)欠缺無障礙設施 

□(3)制度環境         

  

□(a)政府臨時性方案結束(如:多元就業方案、臨時工作津貼、

以工代賑)   

□(b)臨時短期性(可預期六個月)、特定性(一年內)工作結束 

□(c)工作所得排擠福利補助 

□(4)個人因素   □(a)生理及體力無法勝任   □(b)生育或結婚 

       □(c)家庭照顧責任    □(d)家人不支持 

 □(e)個人職涯規劃     □(f)工作技能及專長不符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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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有沒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 

 □(01)沒有意願 

□(02)現正接受職業訓練；請填寫下表職訓項目代號_____________ 

□(03)願意；最希望參加的職業訓練種類前三項為何？請依優先順序填入

代號：第一志願:      ；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01 電腦資訊類 02 按摩類     

03 服務類     04 物品加工類  

05 紡織服飾類 06 美容美髮類  

07 機械電機類 08 電子類      

09 營建土木類   

10 餐飲廚藝類   11 烘培類 

12 清潔維護類   13 農藝類 

14 玉石研磨類   15 汽車美容

類 

16.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 

28.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或代答者知道或曾經接受過哪些就業服務？使用滿意

度及未使用原因? 

28-1 您有聽過下列何種服務?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 就業經費補助服務 其他 

□ 01.職業輔導評量 

□ 02.支持性就業(如

就業諮商、工作媒

合、陪同面試) 

□ 03.庇護性就業 

□ 04.職務再設計 

□ 05.創業輔導利息補貼 

□ 06.公益彩券經銷商申請 

□ 07.承租商店或攤販租金補助 

□ 08.參加身心障礙特考補習學

費補助 

□ 09.求職

登記 

□ 10.職業

訓練 

□ 11.皆無 

 

28-2 上述服務中您有使用過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下服務代碼】□(0)無使用過 

28-3 整體而言，您對於職業服務使用滿意程度為何? 

□(0)沒用過□(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很好□(5)非常好 

28-4 其他服務沒有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1)不需要        

□(2)有需要【請分別寫下服務代碼】 

□(a)不知道這服務項目_______________ 

□(b)申請麻煩_______________ 

□(c)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  

□(d)自費負擔較高________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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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出交通與社會參與 

29.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日常生活當中外出情形： 

 □(01)每天幾乎都會外出 

□(02)三天以上/一週 

□(03)一至三天/一週 

□(04)幾乎沒有外出 
 

30. 過去一個月中，您(身心障礙者)在以下活動面臨之困難程度為何? 

(困難程度及來源請依以下說明勾選) 

 

項目 無 
輕

微 

中

等 

重

度 

極

困

難 

困難原因 

單趟往

返時間

(分) 

01.就醫 □ □ □ □ □   

02.就學 □ □ □ □ □   

03.就業 □ □ □ □ □   

04.購買日常生活用品 □ □ □ □ □   

05.參加社區活動(如宗教活動) □ □ □ □ □   

06.與親朋好友相處維繫感情 □ □ □ □ □   

07.與陌生人相處 □ □ □ □ □   

08.因健康問題影響情緒 □ □ □ □ □  

09.洗澡 □ □ □ □ □  

10.穿脫衣服 □ □ □ □ □  

11.久站 30 分鐘 □ □ □ □ □  

12.走一公里的路 □ □ □ □ □  

13.處理家務(打掃) □ □ □ □ □  

14.專心 10 分鐘 □ □ □ □ □  

15.學習新事物 □ □ □ □ □  

困 

難 

原

因 

(1)缺乏適切輔具(含移動.溝通等輔具)  

(2)家人阻止或不贊同 

(3)距離太遠，交通不便 

(4)該活動或設計的內容，無法滿足您的需求(如休

閒、藝文相關活動缺乏有聲書、點字書、手語翻譯

等；無適合的就醫科別、就學、就業選擇等) 

(5)缺乏陪伴者或協助 

(6)該活動空間無障礙

空間設計不良 

(7)顧慮其他參與者之

眼光或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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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或代答者知不知道花蓮縣政府有提供以下各項相關交通

與社會參與服務： 

 

31-1 您知道以下這些服務嗎? 

交通補助 社會參與 

□ 01.停車證 

□ 02.租停車位補助（住處） 

□ 03.牌照稅減免 

□ 04.客運、鐵路及捷運補

助 

□ 05.交通接送 

□ 06.計程車補助 

□ 07.復康巴士 

□ 08.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康樂場所或

文教設施免費；民營半價 

□ 09.陪伴者大眾運輸工具(國內公、民營

水、陸、空公共交通工具)、公民營風景

區、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半價優惠 

□ 10.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 

□ 11.樂活補給站(日托) 

□ 12.皆無 

31-2 上述服務中您有使用過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下服務代碼】□(0)無使用過 

31-3 整體而言，您對於交通及社會參與服務使用滿意程度為何? 

□(0)未使用過□(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很好□(5)非常好 

31-4 沒有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1)不需要        

□(2)有需要【請分別寫下服務代碼】 

□(a)不知道這服務項目_______________ 

□(b)申請麻煩_______________ 

□(c)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  

□(d)自費負擔較高________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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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服務需求 

【不含未滿 3 歲兒童、障礙類別為失智症、植物人者】 

32.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是否在學中？（在學校有學籍，含各種特殊班） 

 □(01)是【續答第 35 題】       

33.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就讀的學校類型 

 □(01)一般學校 (含托兒所或幼稚園) 

□(02)一般學校附設特教班     

□(03)一般學校附設資源班 

□(04)特教學校      

□(05)在家教育巡迴輔導（家庭/教養機構/醫療院所） 

34.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目前在學期間有遭遇哪些困難？【可複選】 

 □(01)完全沒有困擾            □(02)缺乏交通工具 

□(03)無力支付學費            □(04)課業問題 

□(05)與其他同學溝通困難      □(06)感覺較難被老師、同學接納 

□(07)評量方式未能符合需求    □(08)學校缺乏無障礙設施 

□(09)人際關係難以處理        □(10)特教資源不足 

□(11)課後輔導措施不足        □(12)學校拒絕入學 

□(1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02)否【續答第 35 題】 

35.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或代答者知不知道花蓮縣政府有提供以下各項相關教育

服務： 

□ 01.學前幼兒教育補助費 

□ 02.教育補助（交通補助、學雜費減免、

獎助學金、在家教育補助費等） 

□ 03.學習輔具之提供 

□ 04.專業團隊（治療師）到校服務 

□ 05.巡迴輔導教師到校服務 

□ 06.課後照顧 

□ 07.特教助理員 

□ 08.特教方案服務 

□ 09.皆無 

35-1 上述服務中您有使用過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下服務代碼】□(0)無使用過 

35-2 整體而言，您對於教育服務使用滿意程度為何? 

□(0)未使用過□(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很好□(5)非常好 

35-3 沒有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1)不需要        

□(2)有需要【請分別寫下服務代碼】 

□(a)不知道這服務項目_____________□(b)申請麻煩_______________ 

□(c)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 □(d)自費負擔較高________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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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身心障礙者就醫現況、預防保健利用與需求 

36.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近半年是否需要經常就醫？ 

 □(01)有需要，且需定期就醫     

□(02)有需要，但無需定期就醫 

□(03)不需要(請續答 38 題) 

37.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需要經常就醫的原因【可複選】 

 □(01)有慢性病處方簽，需定期服用藥物     

□(02)復健需求，請問目前需要哪一類的復健【可複選】 

□(2a)職能治療  □(2b)物理治療   □(2c)語言治療 

□(2d)心理諮商  □(2e)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03)非慢性病處方簽就診 

□(04)其它：【請說明】_________ 

38.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過去一年曾經接受過以下何種國民保健服務? 【可複選】 

 □(01)全民健保所提供之全身健康檢查    □(02)子宮頸抹片檢查     

□(03)乳房攝影篩檢                    □(04)流感疫苗注射 

□(05)花蓮縣之整合式癌症篩檢服務（乳癌、子宮頸抹片、大腸癌、口腔癌篩檢） 

□(06)口腔保健服務(非治療性口腔醫療)   

□(07)其它【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39.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在就醫上有什麼樣的困擾？【可複選】 

 □(01)沒有困擾 

□(02)花蓮地區缺乏我所需要的醫療專業科別 

□(03)醫療院所內缺乏視、聽、語障所需之溝通協助設備或人員 

□(04)醫院太遠，因長距離花費時間過多           

□(05)缺乏復康巴士(復康巴士難以取得) 

□(06)就醫之交通費用太高  

□(07)沒人可以陪伴就醫、接送  

□(08)醫療費用負擔過重           

□(0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0. 一般來說，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01)極好   □(02)很好   □(03)普通   □(04)不好   □(05)很不好 

41 和一年前比較，您認為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是: 

 □(01)好很多 □(02)好一些 □(03)差不多 □(04)差一些 □(05)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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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或代答者知不知道花蓮縣政府有提供以下各項相關醫

療服務： 

經濟補助 服務補助 

□ 01.早期療育服務補助 

□ 02.身心障礙者醫療輔助器具補助 

□ 03.身心障礙者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社會保險自負保

費補助 

□ 04.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傷病住院看護費用補助 

□ 05.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醫療補助（免部分負擔） 

□ 06.居家復健 

□ 07.居家護理 

□ 08.心理重建 

□ 09.皆無 

42-1 上述服務中您有使用過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寫下服務代碼】□(0)無使用過 

42-2 整體而言，您對於醫療服務使用滿意程度為何? 

□(0)無使用過□(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很好□(5)非常好 

42-3 沒有使用的原因是因為： 

□(1)不需要        

□(2)有需要【請分別寫下服務代碼】 

□(a)不知道這服務項目_______________ 

□(b)申請麻煩_______________ 

□(c)申請未通過____________  

□(d)自費負擔較高_______________  

      □(e)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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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整體福利服務及建議 

43.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知道身心障礙鑑定與證明核發已改採新制 

 □(01)完全了解 □(02)大概知道 □(03)不是很清楚 □(04)完全不知道 

44.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經常透過以下哪些方式，取得上述花蓮縣各項身心障礙福利服務

資訊？【可複選】 

 □(01)政府網站           □(02)村里幹事    □(03)鄉鎮市區公所 

□(04)縣府社會處         □(05)大眾媒體報導(如電視、報紙、廣播、網路等)     

□(06)換發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通知         □(07)親友告知 

□(08)醫療院所、衛生所   □(09)學校        □(10)社福機構 

□(11)社區聚會/社區活動  □(12)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5.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在上述管道場所中，是否曾看過或取得政府印製之宣導海報與單

張？ 

 □(01)否 

□(02)是，對您瞭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是否有幫助？ 

□(2a)非常有幫助         □(2b)還算有幫助    □(2c)不太有幫助         

□(2d)非常沒有幫助       □(2e)無意見 

46. 除了前述提及的服務外，您還需要甚麼服務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7. 在過去獲得身障福利過程中，請問您最常與政府部門的哪位專業人員接觸? 

□(1)花蓮縣政府社會處社工 □(2)衛生局照顧管理專員 □(3)公衛護士 

□(4)村里長               □(5)警察               □(6)其他___________ 

48. 您覺得您今年的福利數量有變化嗎? 

□(1)變少 □(2)不變 □(3)變多 

49. 整體而言，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對於花蓮縣政府所提供的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品質滿 

不滿意？ 

 □(01)非常滿意         □(02)還算滿意    □(03)不太滿意          

□(04)非常不滿意       □(05)無意見 

50. 請問您(身心障礙者)對於花蓮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覺得可以改進

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問卷填答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協助。敬祝您身體健康！ 

訪員簽名：                    日期:201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