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9

附錄一、前測問卷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問卷調查 

 

第一部份：對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之評價 

 

    本部份題目之目的在了解您對於國民旅遊卡措施之「異地」、「隔夜」、

「非假日」、「特約商店」核銷原則的接受度，請您逐一閱讀以下題目，在

最合乎（或最接近）您的想法的空格中打ˇ。 

 

1.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交通工具問題並未造成我的困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並未讓我覺得休假時間被壓縮。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對我而言較不方便，所以我通常把補助額度用在與台

北市鄰近的台北縣特約商店消費。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只能在「異地」消費，是我可以忍受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選擇在本縣市使用補助額度旅遊與消費的

可能性，一定比在其他縣市使用之可能性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 我家人覺得我單獨連續兩天外宿旅遊沒有關係。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 連續請兩天休假並不至於影響我的業務執行。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8. 為了與我ㄧ起出遊，我的家人也可以配合我連續請兩天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 休假須「隔夜」才能核銷補助，是我可以容忍的限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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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從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會為了使用補助額度，在國定假日前

後選半天或一天請休假，不會再為了刷卡而連續請假兩日。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1. 在平日請休假，我的家人還是可以配合我ㄧ起旅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2. 在平日請休假，我會因為找不到家人或朋友同遊而感到困擾。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3. 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人潮較少。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4. 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有些相關費用在平日會低於假日。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5. 只能在「非假日」消費，我是可以容忍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6. 自從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選擇在假日使用補助額度旅遊與消費

的可能性，一定比在非假日使用的可能性來得大。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7. 同事之間會彼此分享特約商店的資訊，我常常覺得很有參考價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8. 我覺得要找到符合我消費需求的特約商店並不困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9. 我因持國民旅遊卡消費而得到許多優惠折扣。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0. 只有某些類型的商店可成為特約商店，我覺得這是合理的措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1. 只能在「特約商店」消費，是我可以忍受的限制。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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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本部份題目之目的在了解您對於現行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的感受，請

您逐一閱讀以下題目，在最合乎（或最接近）您的想法的空格中打ˇ。 

1. 使用國民旅遊卡請領休假補助，我可以買到我想要的物品。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 我的國民旅遊卡補助額度，大都是花在一般商圈購物上面。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3. 我的國民旅遊卡補助額度，大都是花在購買旅行社行程或住宿。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4. 我的旅遊習慣大致上可以配合國民旅遊卡之補助原則。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5. 因為刷卡消費可以再請領補助，我會把補助額度視為薪資的一部分。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6. 我會使用國民旅遊卡和家人一起旅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7.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與家人一起旅遊的機會，增進家庭關係。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8. 同仁之間討論國民旅遊卡的使用經驗，可以讓我覺得我與同仁之間相處

融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9. 我喜歡與同仁分享我認為有價值的特約商店的資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0. 外界對於公務人員使用國民旅遊卡的各種批評，我覺得會對公務人員的

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1.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機會，讓我能遠離工作的乏味，恢復

活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2. 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幫我脫離生活中的壓力。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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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幫助我主動探索新的知識。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4. 我能藉由國民旅遊卡的補助，做我一直想做卻沒有機會做的活動或參訪

的地方。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5.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機會，旅遊經驗豐富讓我有種優越感。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6. 與私部門工作者相比，我覺得國民旅遊卡的休假補助是合理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7. 就我自己對於工作所付出的比例而言，我所得到的國民旅遊卡休假補助

是合理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8. 只要具有休假年資 14天即可請領補助 16000元，我覺得現行制度是公

平合理的。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19. 因有國民旅遊卡之休假補助，會使我更願意投入於工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0. 我的親友都很羨慕我在公部門服務，休假還有國民旅遊卡的補助。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1. 如果有天我離開公部門因此失去休假補助的福利，我會覺得很可惜。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2. 當我面臨是否離開公部門工作之抉擇時，休假補助的福利會成為我的考

量之一。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3. 在我進入公部門之前就聽說有休假補助之福利，因而想要進入公部門服

務。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4. 公務人員有休假補助之福利，因而我有親友努力想進入公部門服務。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25. 如果取消或減少休假補助的福利，有可能會影響我繼續在公部門服務的

意願。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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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本研究對象為九十六年度可持用國民旅遊卡請領強制休假補助之公

務人員，請在適合個人狀況的空格中打ˇ或填答。 

1.性別： □(1)男      □(2)女     

2.出生年：民國________。 

3.教育程度： □(1)研究所(含)以上 

             □(2)大學(專科) 

             □(3)高中(職) 

             □(4)國中 

             □(5)國小 

             □(6)其他 

4.婚姻狀況： □(1)未婚      □(2)已婚 

5.有無子女： □(1)有        □(2)無 

6.職務別： □(1)主管     

           □(2)非主管         

7.休假年資： □(1)未滿七天，請填答________天 

             □(2)七天 

             □(3)十四天 

             □(4)二十一天 

             □(5)二十八天 

             □(6)三十天 

8.月收入：□(1)30,000 以下，請填答______________元 

          □(2)30,001~40,000 

          □(3)40,001~50,000 

          □(4)50,001~60000 

          □(5)60,001~70000 

          □(6)70,001 以上 

9.進入公部門年：民國________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