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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天主教會堂區暨個人生活基本問卷調查 

本堂編號：□□□--□□ 

分堂名稱：＿＿＿＿＿ 

 

台灣天主教會堂區生活基本調查問卷 
 
 
 
 

填答要點： 

1、 這份問卷每一個堂區只回答一份。  

2、 有不少題目要填入「數字」。有些數字會有精確的資料，但也有一些題目不

可能有精確的數字。原則上，不可能有精確數字的題目，請填入「最佳估計」

的數字就可以。 

3、 請儘量由堂區數位對堂區有深入了解的同道：神父、修女、教友領袖、資深

成員……一起，以「集思廣益」的方式填答。 

4、 希望避免由單一一位同道填答。 

5、 若可能，請把它當作堂區核心成員的共同研商會。 

 

 

主教團基本調查小組  敬啟 

201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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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寫時間：___月___日起至___月___日完成 

填寫人（姓名＋身分編號）： 

聖職人員（1）、修女（2）、傳協會主席（3）、其他教友領袖（4）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一、堂區基本資料 

1. 請問貴堂區正式成立於民國 ___________年（不論是否更名過）。 

2. 請問貴堂區目前是否有專屬的聖堂？  

□⑴沒有  

□⑵有，建設於民國______________年 

3. 請問貴堂區是由教區神父，還是修會會士負責管理？  

□⑴教區； 

□⑵修會 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問貴堂區迄今近五任本堂神父的任期為何？國籍為何？ 

現任：民國  ＿＿＿＿ 至 ＿＿＿＿＿；國籍：＿＿＿＿＿＿。 

前一任：民國 ＿＿＿＿ 至 ＿＿＿＿＿；國籍：＿＿＿＿＿＿。 

前二任：民國 ＿＿＿＿ 至 ＿＿＿＿＿；國籍：＿＿＿＿＿＿。 

前三任：民國 ＿＿＿＿ 至 ＿＿＿＿＿；國籍：＿＿＿＿＿＿。 

前四任：民國 ＿＿＿＿ 至 ＿＿＿＿＿；國籍：＿＿＿＿＿＿。 

5. 請問貴堂區目前在堂區所屬範圍的教友數大約是多少人？（含不常進堂教友）   

___________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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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問貴堂區教友的性別分佈大約各是多少人？ 

 

   性別 1 

堂區所屬範圍的 

教友數 

2 

固定參加主日 

感恩祭教友數 

3 

擔任堂區幹部數 

⑴女    

⑵男    

 

7、請問目前貴堂區教友在教育程度的分佈情況大約如何？ 

 

教育程度 1 

堂區所屬範圍的 

教友數 

2 

固定參加主日 

感恩祭教友數 

3 

擔任堂區幹部數 

1. 國小以下    

2. 國中    

3. 高中    

4. 大學    

5. 研究所以上    

 

 

8、請問以下各年齡層在堂區所屬範圍的教友數、固定參加主日感恩祭及擔任堂

區幹部大約是多少人？ 

 

年齡層級 

1 

堂區所屬範   

圍的教友數 

2 

固定參加主日 

感恩祭教友數 

3 

擔任堂區幹部數 

(1) 青少年： 

14 歲以下 

   

(2) 青年： 

15~24 歲 

   

(3) 壯年： 

25~44 歲 

   

(4) 中年： 

45~64 歲 

   

(5) 老年： 

65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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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請問貴堂區各項職業類別分佈人數大約是多少人？ 

  （這個表可能最難填，請參考下〈表一〉的分類方式，並多加商討) 

〈表一〉：教友工作類別參考表 

工作的類別 大約有多少位？ 

業主 

(1) 企業主／自營業主  

(2) 小業主  

(3) 小生意人  

管理人員 
(4) 中／高層  

(5) 基層  

專業人員 
(6) 中／高階  

(7) 初階  

(8) 一般佐理人員（低階白領）  

(9) 勞工  

(10) 家庭管理  

(11) 學生  

(12) 初次尋職者  

(13) 待業中  

工作的類別 舉例 

業主 (1) 企業主／自營業

主 

擁有企業、負責人，雇用相當數量的員工／擁有

機構（公司、事務所、醫院…) 

(2) 小業主 擁有商號的業主、自僱的農漁牧人、包工程、自

營車駕駛 

(3) 小生意人 攤販、沒有商號的生意人 

管理人員 (4) 高層／中層 總經理級、學校校長、政府首長、中央民代、將

級軍官／經（副)理、科（課)長、股長、地方民代、

校、尉級軍官 

(5) 基層 士官、警佐、領班、工頭、管理勞工或工讀生… 

專業人員 (6) 高階／中階 律師、醫生、會計師、高級工程師、 

大、中、小學教師／法律、行政半專業、中初級

工程師、藝術創作者、社工員、護士 

(7) 初階 半專業：助教、研究助理、輔導員… 

(8) 一般佐理人員（低階白領） 辦公室事務性工作、其他非專業工作 

(9) 勞工 含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勞工、農林漁牧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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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問貴堂區現在或退休時為軍、公、教人員的教友大約有多少比例？ 

___________％ 

11、請問貴堂區擔任幹部的人之中現職或退休時為軍公教人員大約有多少比   

例？ 

___________％ 

12、請問貴堂區在各族群的教友大約都有多少人？ 

族群 1 

堂區所屬範圍的

教友數 

2 

固定參加主日 

感恩祭教友數 

3 

擔任堂區幹部數 

1. 客家人    

2. 外省人    

3. 閩南人    

4. 原住民    

5. 新住民    

6. 外籍人士    

7. 其它    

13、請問貴堂區是否有以下各類人員？（請在□，並在＿＿＿填上數字。） 

人員 
1 

有 

2 

沒有 

1. 駐堂（或副堂）專職神父 □⑴，共___位 □⑵，民國___年開始沒有 

2. 駐堂專職修女 □⑴，共___位 □⑵，民國___年開始沒有 

3. 駐堂兼職修女 □⑴，共___位 □⑵，民國___年開始沒有 

4. 專職支薪教友工作人員 □⑴，共___位  

5. 兼職支薪教友工作人員 □⑴，共___位  

6. 專職支薪非教友工作人員 □⑴，共___位  

7. 兼職支薪非教友工作人員 □⑴，共___位  

8. 教友志工（義務使徒、主

日學老師……等) 
□⑴，共___位  

9. 非教友志工 □⑴，共___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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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問貴堂區經費的主要來源有哪些？（可複選，並請填入約佔收入來源比例

為多少？） 

 

□⑴堂區事業_________％ 

□⑵教友捐獻_________％ 

□⑶教區補助_________％ 

□⑷修會補助_________％ 

□⑸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佔：_________％ 

15、請問貴堂區主要經費支出項目有哪些？（可複選，並請填入約佔收入來源比

例為多少？） 

 

□⑴人事費_________％ 

□⑵業務費_________％  

□⑶公關費_________％（婚喪喜慶費用) 

□⑷活動費_________％ 

□⑸修繕費_________％  

□(6)堂區繳給教區的自養金_________％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約佔：_________％  

 

16、請問目前貴堂區是否有修建工程進行？ 

 

□⑴有，總經費大約_______________萬元 

□⑵沒有。 

17、請問目前貴堂區的聖堂是否有翻修的計畫？ 

 

□⑴有，預計總經費_______________萬元；預計民國_________開始 

□⑵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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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堂區禮儀生活 

１. 貴堂區每星期的平日感恩祭（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一共__________台 

 

參加的教友加起來大約一共__________人次。 

２. 貴堂區的主日感恩祭主要使用甚麼語言？有沒有其他語言的主日彌撒？ 

 

使用語言 有幾台？ 參加的人一共多少位？ 

１. 國語   

２. 閩南語   

３. 客家話   

４. 原住民族語   

５. 英語   

６. 雙語：__________   

７. 其他：__________   

 

３. 請問貴堂區上一年度（1/1~12/31）是否舉辦過避靜／退省靈修活動？ 

□(0)沒有； 

□⑴有，_________次；平均每次大約有多少人參加？  _________人 

４. 請問貴堂區上一年度（1/1~12/31）是否舉辦過講習會？ 

□(0)沒有； 

□⑴有，_________次；平均每次大約有多少人參加？  _________人 

５. 請問貴堂區上一年度（1/1~12/31）是否舉辦過擴大的慶節（如聖誕、堂慶、

豐年祭……）？ 

□(0)沒有； 

□⑴有，_________次；平均每次大約有多少人參加？  _________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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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請問貴堂區針對以下所列的敬禮／靈修活動的舉辦頻率為何？ 

 

名稱  

沒有 

一年 

一次 

一年 

數次 

每月 

都有 

每週 

都有 

每天 

都有 

1 早課 □(0) □⑴ □⑵ □⑶ □⑷ □⑸ 

2 晚課 □(0) □⑴ □⑵ □⑶ □⑷ □⑸ 

3 誦念玫瑰經 □(0) □⑴ □⑵ □⑶ □⑷ □⑸ 

4 守聖時 □(0) □⑴ □⑵ □⑶ □⑷ □⑸ 

5 誦念慈悲串經 □(0) □⑴ □⑵ □⑶ □⑷ □⑸ 

6 族群傳統禮儀 □(0) □⑴ □⑵ □⑶ □⑷ □⑸ 

7 朝聖 □(0) □⑴ □⑵ □⑶ □⑷ □⑸ 

 

以下有三項其他，請堂區依照自己的情況填入，若沒有，則請勾選(0)。 

8 其他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⑸ 

9 其他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⑸ 

10 其他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⑸ 

 

三、堂區組織與活動 

１. 請問貴堂區是否有成立傳協會（或稱教友代表會／牧靈委員會）？ 

□(0)沒有 （跳答下頁 2.) 

□⑴有。 

(1) 有幾位成員？______位。 

(2) 成員產生的方式？（可複選） 

□⑴教友推薦／自薦  □⑵堂區善會推舉  □⑶選舉 

□(4)神父指派   □(5)其他方式（請說明）______ 

(3) 主席（會長）產生的方式？ 

□⑴教友推薦／自薦  □⑵堂區善會推舉 □⑶選舉  

□(4)神父指派   □(5)其他方式（請說明）______ 

(4) 集會次數是？ 

□(0)沒有集會   □⑴每年 1-2 次   □⑵每年數次 

□⑶每月 1-3 次   □⑷每週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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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問貴堂區的傳協會（或稱教友代表會／牧靈委員會）開會時，討論以

下的事項嗎？ 

 

工作項目 沒有過 每週 每月 1～2 次 每年數次 每年 1~2 次 

1 對外福傳 □(0) □⑴ □⑵ □⑶ □⑷ 

2 禮儀靈修 □(0) □⑴ □⑵ □⑶ □⑷ 

3 堂區活動 □(0) □⑴ □⑵ □⑶ □⑷ 

4 堂區總務 □(0) □⑴ □⑵ □⑶ □⑷ 

5 教會資訊 □(0) □⑴ □⑵ □⑶ □⑷ 

6 教友聯繫 □(0) □⑴ □⑵ □⑶ □⑷ 

7 關懷弱勢 □(0) □⑴ □⑵ □⑶ □⑷ 

8 社會服務 □(0) □⑴ □⑵ □⑶ □⑷ 

9 其他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6) 傳協會（或稱教友代表會／牧靈委員會）成員彼此間分享信仰的狀況大

概是怎麼樣？ 

□(0)很少   □⑴有時  □⑵常常  □⑶經常 
 

 

2. 請問貴堂區目前是否有下列的團體／班？（名稱可能有些差異，請選填最為

接近的類別。每個團體只選一個最適合的類別填入。請勿重複計算） 

 團／班數 成員人數 非教友數 
過去一年內， 

每月集會次數 

1. 主日學     

2. 慕道班     

3. 讀經班     

4. 聖詠團     

5. 教友進修班     

6. 中學生團體     

7. 大學生團體     

8. 職青團體     

9. 年長團體     

10. 義務使徒班     

11. 婦女團體     

12. 善會     

13. 禮儀小組     

14. 其他：_____________     

15. 其他：_____________     

16. 其他：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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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問上述各類學習班（團體），除了團體內的集會外，各類學習班（團體）

間的交流狀況如何？ 

 

□(0)沒有這些團體   □⑴幾乎沒有太多往來。  

□⑵少部分團體常往來  □⑶大部分團體經常往來 

 □⑷全部團體都經常往來 

 

4. 請問貴堂區有沒有下列的活動？多常辦理？ 

工作項目 沒有 每年 

1〜2 次 

每年 

數次 

每月 

1〜2 次 

每週 

1 次 

1 堂區聚餐 □(0) □⑴ □⑵ □⑶ □⑷ 

2 堂區旅遊 □(0) □⑴ □⑵ □⑶ □⑷ 

3 社會慈善直接服務 □(0) □⑴ □⑵ □⑶ □⑷ 

4 促進弱勢權益 □(0) □⑴ □⑵ □⑶ □⑷ 

5 其他____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6 其他____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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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堂區教友聯繫 

1. 請問貴堂區是否有印製下列的通訊刊物？這些通訊刊物多久出刊一次？ 

名稱 沒有 每週一次 每月一次 每季 1 次 每年 1 次 

⑴紙本 □(0) □⑴ □⑵ □⑶ □⑷ 

⑵電子版 □(0) □⑴ □⑵ □⑶ □⑷ 

2. 請問貴堂區在特殊節日（如堂慶、聖誕節、復活節）是否會寄送賀卡或邀請

卡給教友？ 

 

    □⑴會  □⑵不會。 

3. 請問貴堂區教友通訊資料的電子化狀況為何？ 

 

□⑴已經全部電子化   □⑵部分電子化  

□⑶尚未，但已準備電子化 □⑷不準備電子化 

4. 請問貴堂區是否會到教友家（老人中心………）作… 

活動 沒有 
每年 

1〜2 次 

每年 

數次 

每月 

1〜2 次 

每週 

1~2 次 

⑴ 拜訪 □(0) □⑴ □⑵ □⑶ □⑷ 

⑵ 讀經祈禱…… □(0) □⑴ □⑵ □⑶ □⑷ 

⑶ 送聖體 □(0) □⑴ □⑵ □⑶ □⑷ 

⑷ 聯繫冷淡教友 □(0) □⑴ □⑵ □⑶ □⑷ 

⑸ 其他：_______ 

_______________ 
□(0) □⑴ □⑵ □⑶ □⑷ 

5. 過去兩年中是否有新領洗的成人教友？ 

 

□(0)沒有（跳答至下頁）； 

 

□⑴有，約計_________位（請續答下兩題）： 

這些新領洗的教友當中， 

目前固定參與主日彌撒有  _________位 

加入堂區的學習班或團體？_________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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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區的留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到這裏全部結束，謝謝您！ 

 

願天主報答您們的慷慨協助！ 

 

願天主賞賜堂區所有成員平安喜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