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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幸福是相當廣泛抽象且屬於個人價值認知的概念，欲將幸福具體化必須
先定義其內涵與範圍，以及測量目的。幸福學主要是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幸福力
則是以全體社群、社會為單位，作為國家發展的指標之一。幸福學的興起是不丹
王國首先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NH），反思傳統的以經濟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指
標，他們認為那些指標不能表現國民真正的福祉（well-being）與幸福（happiness）
，
所以提出 GNH 作為新興的國家競爭力指標。
本研究定義幸福感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
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並定位為幸福力的指標建構研究。綜合國際的定義
和指標項目，幸福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滿足生存的基本需求、實現個人的
生存價值，關係歸屬則是居中協調的要素與刺激來源，這些構成一個人的生活與
一生。
影響幸福的因素可分為三個類別，「基本需求」
、
「關係歸屬」與「個人價值
與感受」。「基本需求」由健康、經濟來源和教育三個面向構成；「關係歸屬」
是由人際關係、人與環境和自然環境三個面向構成；「個人價值與感受」則是相
當多元，可從普世價值、當地文化與道德價值、個人生長背景等構成。
本研究比較國際幸福指標與台灣競爭力論壇「2012 幸福大調查」，發現該
調查使用的面向與國際指標多數一致，其優點是使用完全主觀指標且包含的面向
已相當完整，美中不足之處在於缺乏客觀指標與細部指標。雖然主觀幸福感已可
直接了解民眾心中的幸福感受，但是調查的結果無法完整呈現客觀條件的影響因
素，對於執政者而言，民眾的主觀感受太過抽象，缺乏可直接連結的施政改善項
目，因此就對政策的實際應用性而言，實有必要輔以客觀指標，讓指標系統更為
完善。
未來研究發展建議注意國際幸福指數的指標變動與合適性、面向的篩選與重
要性仍有討論的空間、因礙於經費關係，日後的研究應加入客觀指標以及主客觀
權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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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序論
2012 年，馬英九總統於總統大選電視政見發表會中，提出將自 2013 年起每
年公布幸福指數調查數據。國民幸福總值或幸福指數的重要程度已與 GDP 等各
類經濟指數相同，並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台灣國內的幸福指數相關調查，由民間智庫台灣競爭力論壇於 2008 年首度
運用有限民間資源，展開電話民意調查，並公布所有調查結果。隔年再度舉辦電
話民調、公布調查數據，其研究結果呈現台灣人民的主觀幸福感受。台灣競爭力
論壇於 2012 年 5 月主辦「台灣幸福大調查」進一步微幅修正調查問卷，完成 22
縣市幸福指數調查。但是，由於三次調查均缺乏客觀指標項目，無法得知民眾的
相對幸福感與提供政府施政對策，所以幸福指數的評估機制仍有待改進。台灣競
爭力論壇經詳細檢討後認為，幸福指數的調查應該兼顧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並
建立指標的評估權重系統，以整合出比較周全的幸福指數調查制度。因此，本研
究將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的主觀指標發展其他面向，同時建構客觀指標面向，配
合政府即將展開的調查，建立完整的、主客觀兼具的我國幸福指數指標系統。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範圍
臺灣在國際經濟金融衰退環境下，以各項經濟數據而言，表現穩定；但是，
臺灣新聞媒體報導多次指出，臺灣人民的薪資實質是負成長，導致國民對其生活
品質不滿意；外國媒體在 2012 年大選前訪問馬英九總統，多次指出台灣經濟發
展「有人說很多人都有感覺到成長，有人卻說民眾感受不到」
（中央社，2012）。
因此，馬總統在選前即宣布將逐年調查國民幸福指數，以作為施政參考。
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的出現與量化，最早是由 1972
年南亞國家不丹提出並展開研究，成為不丹佛教價值的國民經濟衡量指標。從此，
國民幸福感或稱幸福指數，逐漸成為與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ion,
GNP)並駕齊驅的國家發展衡量指標，更漸漸成為評估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指標數
據。國民幸福感獲得世界各國政府與研究機構廣大的迴響，紛紛投入研究經濟數

2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據之外的有關人民生活、社會、環境、政府政策、國家發展等相關測量指標。
許多國家自 2008 年起，接續宣布投入研究調查國民幸福、福祉(well-being)、
生活滿意度與永續發展等相關指標並執行調查計畫，如法國在 2008 年由總統薩
科齊(Nicholas Sarkozy)宣布成立委員會，研究新的合適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指標
（CMEPSP, 2012）
，目前已建構初步的主客觀面向，這個政策影響 OECD 和歐盟
對美好生活指數的研究。美國在 2008 年，由民間知名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
和海瑟威（Healthways）攜手合作，進行為期 25 年的幸福指數（Well-Being Index）
調查（Gallup-Healthways, 2012），該調查採用日常重建法(daily reconstruction
method)，每天電話訪問記錄人們的心情變化、職場、健康等面向；英國在 2010
年由卡麥隆首相正式宣布，開展人民生活滿意度的幸福指數計畫，預計每年每季
公布官方的國民福祉指數(general wellbeing, GWB)，統一由國家統計局執行
（BBC News, 2010；自由時報，2010）
；日本政府在 2011 年宣布將展開國民幸福
指數調查（中央社，2011）
。加拿大早在 1999 年即正式展開幸福指標研究，至今
已公布兩次完整報告(CIW, 2011)；歐洲國際組織，OECD 與 EU 皆已展開研究與
調查，更進一步思考如何將指標結果與發展政策連結(Eurostat, 2009；OECD,
2011)。
國內的幸福研究發展可追溯至 2008 年，由台灣競爭力論壇首度進行的臺灣
人民幸福指數調查。行政院主計總處在 2011 年底，首度向行政院長報告國際的
幸福和福祉的研究發展，隔年，馬英九總統便宣布自 2013 年起我國也將發佈台
灣的幸福指數。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2011），他們將
參考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所列的面向建構我國的幸福指數調查，同時透過專
家會議蒐集台灣代表性的指標和主觀面向與指標。
參考世界各國對幸福的定義和調查，歸納得出兩大研究方向，一是與國家發
展政策結合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指標，其測量方式深且廣，較注重細節與定義。
例如，英國統計局開放給人民自由定義其幸福為何，透過電子網路、座談會、問
卷、訪問等方法大範圍的蒐集民眾對幸福的認知。另一種是參考多種國際組織和
各國的社會統計、環境統計、民意調查等使用的指標，設計該幸福和福祉調查的
面向與指標系統，並以特殊方式計算和分析幸福感，與前者相比，較能與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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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指標評比和排名。
本研究範圍將蒐集傳統競爭力指標（WEF 指標、IMD 指標）與國際新興的
幸福力指標（歐盟、OECD、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不丹、聯合國、日本）
建立國內的幸福指數指標系統，進而建立幸福指數的理論架構，設計台灣的幸福
指標，並期望成為國家發展政策的意向參考指標。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以建構具主觀和客觀指標的幸福指數架構為目標，質性分析為主、
量化分析為輔，利用統計方法整合資料，呈現我國國民幸福力的現況與優缺點。
在質性分析上，本計畫蒐集各國內外有關幸福指數、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等
之調查數據與項目，再藉由焦點團體座談會邀請社會、政治、經濟、心理領域的
專家學者，針對我國現況設計之指標與問題，建立國內幸福指數各項指標。
壹、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文獻分析法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定、
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席汝楫，2003；潘
明宏、陳志瑋譯，2003）。
本研究針對各國內外有關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如社會、政治、經濟、環境
等，建立、蒐集與研究方法等相關發展實存問題，進行相關之理論、文獻、統計
資料、出版品、研究報告等文獻蒐集，並進行理論面與實務面之分析與研究探討。
並及於國際組織、主要國家的幸福、滿意度、生活環境相關調查等主客觀指標項
目與詳細執行方式。本研究所著重之文獻來源包括：
1. 國內外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之期刊論文及報章資訊；
2. 國外幸福指數之相關政策推動資訊與研究方法；
3. 網路資訊與其他出版與未出版之相關資料。
貳、比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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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歐美主要國家對於幸福的定義與施測模式，並比較各國之間的異同，並
參照國內現況背景，歸納規劃出適合臺灣未來建立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的政策方
向與研究內容，並進而提出政策創新的可行之道。
參、焦點團體座談會議
本研究在比較各國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後，將歸納具普遍性質的指標項目，
並召開一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請專家學者篩選並羅列出其他符合台灣文化及制
度的指標項目，最後經由專家討論後，決定最終的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
（一）會議時間：101 年 11 月 9 日
（二）會議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 台大社科院貴賓室
（三）討論題綱：
1. 您認為台灣民眾的幸福包含什麼？幸福是否應該包含主觀及客觀面向？
2. 若要調查台灣民眾的幸福，應該有哪些基本面向？
3. 考量台灣的人文風情，您認為應該新增哪些特殊面向？
（四）焦點座談與會者：
代號

類別

單位

A1

學者

台大心理學系

A2

學者

師大公民道德教育學系

A3

學者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A4

學者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A5

學者

政治大學心理學學系

A6

學者

臺北大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A7

公務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

肆、次級資料分析
為檢視幸福指數面向的效度，本研究選擇以「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在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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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進行的調查為基礎，透過 SPSS 統計軟體的運算，以敘述統計、迴歸分析、
相關係數分析以及因素分析，了解幸福指數各面向的實際調查結果，並依照此結
果發展更周延完善的調查指標系統。

第三節 研究架構及流程
本研究參考國際與國內相關的指標文獻，建構出我國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
由於各國因社會、經濟、文化的差異，影響民眾幸福感的面向各有不同，幸福指
數必須達到因地制宜的目標。另一方面，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各國之間彼此交流
更為密切，對於「幸福」的感受，也有部分的重疊。為了滿足多元與共通性兩個
不同的目標，本研究將研擬出國際共通的幸福指數面向，以及僅適用於我國的特
殊面向。幸福指數的共通面向可執行國際的比較，而特殊面向可以反映我國真實
的幸福感受。
在研究流程方面，本研究將檢視目前國際已進行的幸福指數調查，建立幸福
指數知識庫並定期更新，以獲取各國最新的幸福指數知識。在指標建構方面，本
研究擬舉辦兩次幸福指數建構會議，邀請專家發表意見，並於會後歸納，整理出
我國幸福指數的指標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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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圖

國際幸福指數
文獻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架
構

國內幸福指數
文獻

國際共通面向
幸福指
數
指標項
目

台灣特色面向

焦點團體座談

指標項目決定

未
來
研
究
發
展
架
構

指標權重決定

幸福指數調查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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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幸福」一詞，在西方的哲學史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特別是伊比鳩魯的
享樂主義；近代則是由 18、19 世紀在英國興起的功利主義(Utilitarism)奠定基礎
並取得優勢地位。本章將回顧幸福的概念、幸福學的起源、國際幸福和福祉相關
的調查指標、國內的調查指標，並比較國際指標和國內指標。

第一節 「幸福」的定義
「幸福」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幸福定義和想法。回顧
哲學史，東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說法。西方的幸福，英文是 Eudemonia，原意是
「道德、德性」的意思用於探討人性與何謂「善」，後來經由幾位哲學家的延伸
和論述，開始探討何謂人類的幸福。例如，蘇格拉底認為，「人生的本性是渴求
幸福，方法是求知、修德行善，然後是一位幸福之人」
。亞里斯多德主張：
「人生
的目的是求善求福。最高的善是『至善』，真正的幸福是理性的『精神幸福』」。
這些都是屬於精神層次的幸福，直到伊比鳩魯的享樂主義提出，他主張：「人生
的目的是享受感覺的快樂幸福之生活。」
，快樂的生活又分為精神和肉體的快樂，
人生的快樂不再限於精神層次。後來，18 世紀的邊沁進一步將幸福轉變為可計
算（中華百科全書，1983）。
東方的說法則是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陸洛，1997：118）
。先秦時代的
各家學說也有物質和心靈快樂的主張，以楊朱和墨子為首，楊朱主張：「人生的
幸福是追求個人的快樂」，他的作法是縱情歡愉，屬於個人肉體層次的快樂。墨
子主張：
「兼愛，人生目的是謀取大眾的安寧」
，屬於社會和心靈層次的快樂（中
華百科全書，1983）
。儒家深信「人性本善」
，人有向善的本性，所以幸福是追求
至善的過程；道家的幸福是追求心靈平和的極致、捨棄慾望和私慾；佛家的幸福
感與道家雷同，追求心靈的和諧安寧以及內在的自我與外在環境的和平相處（陸
洛，1997）。
比較東西方的學說，西方重視個人精神層面的幸福和快樂，幸福與快樂的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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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意義又有些許差異，快樂是個人感受，幸福卻進一步要求道德和行為準則，趨
近形上學。東方則是除了個人層次之外，提出大眾的身心安寧為幸福，並以「兼
愛」作為方法，以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同理心，也是哲學思想中最接近現代的「幸
福」概念，也就是華人社會或是東方文化，相較西方社會文化的個人主義和自我，
更強調社會的我和社群關係。
壹、何謂「幸福力」？
「幸福」成為研究焦點與全球議題可歸功不丹王國於 1972 年提出「國民幸
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將幸福量化並作為具不丹佛教價值
的國民經濟衡量指標，企圖與 GDP 等經濟指標抗衡。但是，幸福是什麼？
幸福(或稱快樂，英文 Happiness)在大眾話語中和學術文章有相當多的意義，
包含正面情緒、全球生活滿意度的衡量、美好生活或使人們幸福的因素，所以有
些學者避免使用「幸福」一詞，但是有些則因「幸福」一詞的認知度廣而使用；
另外，有些則會依特定的面向採用更有指示性的名詞（Diener，2006）。
所以「幸福」其實相當廣義，表 2-1 是過去各種幸福學研究定義的幸福，包
含情緒、自我評估、環境、經歷、意識、善、道德等多種意義，可以是針對某一
特定人、事、物的評價與感受，也可以是針對整體的評價與感受。荷蘭心理學者
Veenhoven(1984：33)也說幸福常與幾個相似的概念混用，如福祉(well-being)、生
活品質(quality of life)、道德或品行(morale)、正面的心理健康或自我實現(positive
mental health, self-actualization) 、 滿 意 (satisfaction) 、 沮 喪 (depression) 、 樂 觀
(optimism)、希望(hope)。
表2-1 幸福學的幸福定義
作者
Beusckom, 1973:109

幸福定義
幸福是個人經歷與其相關的(社會)環境滿意度。
(Happiness is the satisfaction experienced in the relations
with one’s (social) environment.)

Cassel, 1954:79

幸福是個人牽涉到目標設定和目標導向的自我感到有
點愉悅的狀態。
(Happiness is a rather pleasant state in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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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幸福定義
“goal-setting and goal-striving with ego involvement on
the part of the individual”. )

Chekola, 1974:202

幸福是理解人生計畫且沒有嚴重挫折、不滿或討厭自
己的人生。
(Happiness is”…realizing of a lifeplan and the absence of
seriously felt dissatisfaction and an attitude of being
displeased with or disliking one’s life”.)

Fordyee, 1972:227

幸福是特殊的感情，是個人計算其最近的高興和不滿
情緒之後，得出的整體評價。
("Happiness is a particular emotion. It is an overall
evaluation made by the individual in accounting all hi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affective experiences in the recent
past")

Goldings, 1954:31

幸福可被當做是享樂情緒的持續影響，包含高度的滿
意和愉悅，以及低度的沮喪、不滿和不悅。
("Happiness may be considered as a zone on a continuum
of hedonic affect which embraces feelings of elation,
contentment, satisfaction and pleasure at the positive pole,
and feelings of depression, discontent and unpleasure at
the negative pole".)

Gumpert, 1951:2

幸福是較為長期的心情愉悅，因為壓力釋放。
(Happiness is a rather permanent pleasant "state of mind
which is caused by the release of tension".)

Hart, 1940:183

幸福是個人試圖維持或保持其任何一種的意識狀態。
("Happiness is any state of consciousness which the
person seeks to maintain or attain".)

Harman, 1934: 202

由合宜的情緒為主的相對長期的福祉狀態，該情緒從
單純的滿意到正向的喜樂。
("A relative permanent state of well-being characterized
by dominantly agreeable emotions ranging in value from
mere contentment to positive felicity".)

Hutschnecker, 1964

幸福是對有意義目標的指向性能量釋放，反之是壓抑。
(Happiness is the purposeful release of energy towards a
meaningful goal. Its reverse is 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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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定義

作者

McNaughton, 1953:172 幸福意味因瞬間的經驗感到喜愛。
(Happiness is taken to mean "a preference for a moment
of experience for its own sake".)
NSS, 1970:200

幸福的人是能有效整合「熱情、良心和自我功能」和
意識到自己擁有相當不錯的潛能的人。
("A happy person is someone who is sufficiently
integrated (passions, conscience, ego-functions) and who
has realized his potentialities reasonably well". (Summary
definition on the basis of statements by various Dutch
scientists))

Rümke, 1923:41

幸福是種經驗，充滿個人所有的經驗，且是他認為最
棒的經驗。
(Happiness is an experienc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happiness' by the subject which fills his experience
entirely and which is regarded by him as one of the
highest experiences possible.)

資料來源：Veenhoven(1984: 24-25, Exhibit 2/lc, Some recent definitions of happiness)

因為幸福的概念相當廣泛，我們蒐集相關概念的研究文獻，如「福祉」
、
「生
活品質」、「滿意」等，找出什麼是幸福，他們如何界定幸福，進一步將「幸福」
具體化。以下將從國民幸福總值、生活品質、滿意度、主觀福祉四個概念了解幸
福的意義。
一、幸福與國家發展
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下簡稱 GNH)，在初始研
究時並沒有正式定義何謂國民幸福，但是有核心意義。其核心意義為「用比 GNP
更周全的方式衡量一國品質，當人們的物質與精神同時發展、彼此強化及彌補，
將有利於人類社會發展。」1。

1

原文：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 in more holistic way [than

GNP] and believes that the beneficial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takes place wh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evelopment occurs side by side to complement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Ura, 2012)

11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他們強調 GNH 不同於西方的「幸福」。第一，GNH 涵蓋且探討多面向；第
二，將責任與其他動機內化於調查中，為 GNH 之框架設計訂立原則，例如，提
昇國家發展、明確了解民眾需求及幸福和福祉、設立長遠的國家改善方針以利於
資源分配、建立國家發展記錄進一步與他國比較。因此，運用各式理論、學說、
試行研究、案例研讀等建立更為精準完善的測量方式與指標，除了客觀呈現也有
主觀表達的空間（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2012）。
二、幸福與生活
幸福的概念，除了普羅大眾對幸福的認知與自我定義之外，在各種文獻與研
究中也會因作者對幸福的定義不同而變化。幸福與生活的關係通常以「生活品質」、
「整體生活滿意度」
、
「生活各方面的滿意度」
、
「美好生活」的方式探討何謂幸福。
荷蘭學者Veenhoven (1984)認為：
「幸福是當個人決定以其選擇的方式生活時，
他喜歡其整體生活方式的程度」2。若以生活方式為幸福的基礎，相關的概念有
生活品質和生活滿意度，Veenhoven(1984:34)定義生活品質是：
「客觀意義的個人
福祉( individual well-being in the object sense)」，有時解釋為在某社會時期的生活
水平。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品質調查是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
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是與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是相連的概念，屬於
社會指標的分支。有人認為不應只用收入或所得衡量人類條件，應該是在個人層
次或是國家層次，都能使研究員能夠回答「誰得到什麼，在哪裡？」。其他概念
如自由或人權和幸福，也是常與生活品質一起出現的價值(Bognar，2005；Gregory
et. al, 2009:625)。
生活品質與社會指標最大的差異在於，呈現人民整體的福祉或是特別關注與
民眾生活相關的領域，所以重視描述性和評估性的指標，並增加主觀福祉調查，
以彌補社會指標研究的不足。自 1970 年代起開始研究集體福祉的個別面向，包
含所得、財富、就業、環境建設、生理與心理健康、教育、社會失序、社會歸屬、
休閒與娛樂（Bognar，2005；Gregory et. al， 2009：625）。
2

原文：the degree to which an individual judges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is life-as-a-whole favor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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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們對美好生活3的正式定義為「對個人而言，具有最終價值的事物」
(what has final value for a person) （Brȕdle, 2007:2）
。它有三個重要的面向，第一，
美好生活純粹是評價問題，不是能被實證的規範、不能具體描述或實際生活上的
問題；第二，價值在此代表的是審慎的價值(prudential value)或值得(value-for)，
例如，某人的生活過的很棒，是其生活型態是適合他且對他來說是好的；第三，
相對的審慎價值是最終價值而不是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換言之，不是
所有東西都可以讓一個人覺得他過的很好。因此，美好生活是決定在什麼東西能
夠在最終帶給我們好的感受，而非手段，所以一個人要對其生活抱持許多正向積
極的價值（Ibid）。
Diener（2006）認為，生活品質通常代表個人生活的理想(desirable)與不理想
(undesirable)的程度且多強調外部因素，如環境和收入。這個名詞多是客觀描述
個人的生活環境，而不是他對其生活環境的反應和認知。但是，現在生活品質也
被廣義的運用在情緒、認知、想法等包含個人主觀感受的調查中。因此，在實證
研究的調查中，常用「滿意」與「不滿意」來呈現個人對生活品質的評價。
以滿意度測量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評價，基本上可分為整體滿意度(general
satisfaction)和面向滿意度(domain satisfaction)。滿意可以用於表示三個概念，第
一，心情愉悅的體驗，解釋為享樂程度；第二，理想與現實的差異，這時解釋為
滿意；第三，廣義來說享受某樣事物，如整體的生活滿意度(life-as-a-whole)，或
是對某方面的滿意度(aspect-satisfaction)（Veenhoven，1984）。
「生活」(life)可泛指某人在某特定時期或是自出生起的所有生活面向，以整
體生活滿意度表示，代表回答者對其生活的整體評價，所以在詢問民眾對其生活
的評價時，通常需要更多的引導以避免誤差（Diener，2006）
面向滿意度是指人們評估對生活中涉及的任何事，範圍從具體的事物到抽象
的概念或價值，例如，工作、收入、生理或心理健康、休閒、社會生活、家庭、
婚姻、自由、安全、是否達到理想中的生活、是否希望改變、自我認同、自尊等

3

原文：the notion of the good life well-being, o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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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以進一步了解人民對生活範圍內的某個特別面向的滿意程度（Diener，2006；
Veenhoven，1984）。
三、幸福與福祉(well-being)
福祉是主觀福祉(subjective well-being)的通稱，用以避免牽涉其他或未知的
概念（Diener，2006）
。福祉是以個人為中心對整體的評價，或是某方面的評價，
或是對生活中所有正面和負面的事物、觀念和價值的評估（Veenhoven，1984）。
這個觀念頻繁出現在西方國家探討社會福利和心理學的文獻，其中心思想也與東
方思想中的「至善」概念相似，但是東方儒道佛的至善思想還包含社群、人際和
諧的特色（陸洛，1997）。換言之，福祉是在個人達到預設的標準後（可能是社
會標準）
，追求長期的外在生活穩定、內在心靈平靜、個人與社會的整體進步等。
截至 2012 年，國際間的幸福、福祉、生活品質、生活滿意度等相關概念的
調查中，使用福祉(well-being)、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和滿意(satisfaction)較多。
雖然福祉和生活品質在意義界定幾乎相同，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又有些許差異，如
福祉可以代表個人或社會系統的狀態，且又可再細分為個人主觀評估與個人客觀
條件敘述，可以是整體性的評估或是各別相關面向的評價。生活品質則是個人－
客觀認定大於個人－主觀，但是又隱含某一時期社會的生活水平 (Veenhoven,
1984)。
所以，廣義的幸福概念包含情緒的快樂程度、物質生活的滿意程度、心靈方
面的充實程度，或者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程度、快樂與痛苦的差異程度等等，
都牽涉到個人心理對「幸福快樂」的認知和預設的理想條件。然後，這個認知和
條件隨著時空變化，沒有舉世皆準的標準。因此，在西方的幸福感的四個研究發
展階段，幸福本身的意義從外在評量標準到探討個人主觀內在的情感，最後整合
兩者。目前最廣泛採用的定義是 Andrews & Withey（1976）的幸福感是「人類對
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
（引自陸洛，1997：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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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幸福學的發展
追求幸福已是國家追求經濟發展以外的任務，但是幸福過於抽象無法像經濟
金融數據可以計算，近代的功利主義學說提出「快樂和痛苦是可以計算的」，首
開幸福計量先河。接著由經濟學家發展出「幸福經濟學」，其重要發現是快樂和
幸福是會隨著個人所得增加而增加，但是當所得或 GDP 到達某個程度之後，幸
福不會隨之增加。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心理學家結合經濟學說提出「展望理論」
何解釋兩者的落差，也更進一步帶動幸福學在「非經濟因素」的研究。
一、經濟學觀點
功利主義的代表學者，邊沁說：
「提倡追求『最大幸福』 (maximum happiness)，
實用即至善，相信決定行為適當與否的標準在於其結果的實用程度。」 (Bentham,
2009)。換言之，若某行為如有助於增進幸福就是正確的。若產生和幸福相反的
東西，則為錯誤的，同時，該行為影響當事人以及受該行為影響的每一人。因此，
功利主義者認為人應該計算此行為所涉及的每個個體之苦樂感覺的總和，且每個
個體都被視為具相同份量，快樂與痛苦是能夠換算的，痛苦僅是「負的快樂」，
以達到「最大幸福」。
功利主義者同時主張：「政府應該盡其所能協助最大多數人追求他們的最大
幸福」，後來成為社會福利理論之一。但是，古典功利主義學說因違反一般人性
與道德價值觀，所以在其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的被修正，最著名且最被接受的是
義大利學者帕雷多提出的「帕雷多最優法則」
（Pareto Optimality） (Albert, 1990)，
其核心原則是「若一人變好且沒有人變差，則社會將更美好」，已被認為是社會
福利最大化的必要條件。然而，
「幸福」在當時仍停留於社會與心理層面的探討，
尚未藉由調查方式呈現整體的最大化幸福。
1955 年美國經濟學家，葛爾布拉特(J. K.Galbraith)，在其書《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首度提出「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 的概念，他認為用 GDP
衡量美國社會的福祉表現，不但省略重要的社會和個人的福祉，也刻意忽略其結
果的差異(Galbraith, 1998)。 他在後續著作中提出經濟與幸福的關連和差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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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後續的研究發展。此後，吸引了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領域的學者投入
研究，並引出後來的客觀生活品質指標與主觀生活品質指標測量差異。
1960年代起，富裕的歐美國家開始大量的系統化行為科學調查研究，因人類
在物質層面獲得滿足後對經濟快速成長造成的各種現象的反思，進而追求均衡生
活。基於反省GDP無法充分表達人民的快樂和幸福程度，引起學界的濃厚興趣，
最早由經濟學家開啟「幸福經濟學」。
幸福經濟學中最廣為論證的命題：幸福感是否會隨著GDP或所得增加而提昇。
實證研究中，最為著名的是美國南加州大學的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 Eastelin)，
在1974年提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
在既定的一個國家中，所得越高，感到幸福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在跨國比較
中，至少在所得能滿足基本需要的國家之間，感到幸福的平均值與人均國民
所得無明顯差異；且在一段時間後，所得雖持續增加，但幸福感增長遲緩且
有下降趨勢。
這個理論在2006年由英國華威大學經濟學家，奧斯維德 (A.Oswald，2006)，進
一步找出影響人民幸福感的經濟原因：人的比較天性(comparison)和適應性
(habituation)。奧斯維德的研究結果證實，個人的幸福感與鄰居的所得呈負相關，
當隔壁鄰居越有錢，你會越不滿意。另一個原因是人民在所得增加初期，幸福感
會增加，但是過一陣子即習慣那樣的生活模式，幸福感逐漸降低（劉孟奇，2011）。
但是，荷蘭的心理學家Veenhoven（1984）在其全球幸福資料庫的研究中反駁伊
斯特林的研究，他認為經濟增長與幸福兩者存在同步增長趨勢。
不論採取哪種論點，他們的共通特性與結論是「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整體進
步，必須要考慮到許多非經濟因素，而這正是GDP所缺乏的」。這延伸出兩個問
題，第一，非經濟因素應包含什麼、涵蓋多廣？第二，如何解釋主觀的快樂和滿
意程度與客觀環境條件因素的落差？
非經濟因素包含哪些目前尚未有定見，但是，參考各個研究機構、非營利組
織、政府機構等的調查規劃和執行調查的面向，大多與社會指標系統包含的面向

16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相符，就如1970 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部長會議所揭示者：「經濟成長本
身並非目的，而是創造更高品質生活的工具」(引自行政院主計處，2006：1)，
所以運用社會學理論中的「人生週期模型理論架構」4建立社會指標，以得知人
民的福祉與需求進而作為施政與決策的參考。此時，「幸福」、「生活滿意度」
出現在社會指標調查內容。但是，社會指標的研究並未獲得足夠的重視，因社會
指標的發展遭遇缺乏堅實理論支持的瓶頸，一旦調查的領域受到質疑無法以理論
支持證明其重要性。
至於如何解釋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的落差，目前可用於解釋的有美國普林斯
頓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塔伏斯基(Amos Tversky)，在
1979年運用邊沁的快樂/痛苦的計算原理，結合心理學與經濟學，提出「展望理
論」(Prospect Theory)描述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決策條件之中，每個人
對風險會有不同態度。展望理論的結論是人在面臨獲利時，不願冒風險；而在面
臨損失時，人人都成了冒險家。而損失和獲利是相對於參照點而言的，改變評價
事物時的參照點就會改變對風險的態度（維基百科，2012）。
二、心理學觀點
心理學領域也展開測量主觀福祉的研究與實驗，西方探討福祉的研究歷經四
個階段，第一是外在幸福與福祉的評量標準，偏向道德標準測量；第二是個人主
觀感受，將個人歷經的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加總的總和；第三是認知活動的影響，
接近生活滿意度的概念；第四，綜合情緒因素與認知，幸福感進入整合研究階段
（陸洛，1997）
。以下用Kahneman和Krueger（2006）和陸洛（1997）的實證研究
為例，說明個人主觀感受在幸福感調查應大於客觀測量。
他們發現，第一，在自然狀態下、短暫週期間，自我報告的生活滿意度是浮
動的；第二，以生活滿意度題庫詢問得出的結果比單一問題的相關性高，例如，
Kahneman和Krueger（2006）引用Lucas, Diener and Suh在1996年做的四周五項生
活滿意度調查，再測信度相關性（test-retest correlations）達0.77。 Kahneman和

4

將生命由生至死所歷經的重要階段，包括家庭、求學、事業、婚姻、人際關係、退休、生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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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ueger(2006)整理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相關的變數，如表2-2。在這些變數中，
環境的正向改變（可指教育或收入）與幸福和滿意度正相關；導致低滿意度的變
數則是環境變差、慢性疼痛或疾病，以及失業，尤其是被解雇遣散者。性別與滿
意度或幸福沒有相關；年齡與滿意度或幸福的相關性較複雜，研究結果顯示家中
有青少年者滿意度最低，然後隨時間經過漸漸提昇。收入與幸福是適度相關，某
些研究結果發現，所得分配的順位或在同儕團體間收入多寡的排名比所得水準
(the level of income)還重要，進一步點出「同儕比較」(peer comparisons)以及「適
應環境」(adaptation to circumstances)是幸福運作( happiness function)的不可或缺
的要素。另外，在任何研究中，個人特質和個性是影響自我評估滿意度最為關鍵
的變數。
表2-2 生活滿意度與幸福相關的變數
笑容頻率 Smiling frequency
發自內心的笑（真誠笑容） Smiling with the eyes (“unfakeable smile”)
他的朋友評估他的快樂 Ratings of one’s happiness made by friends
表達正面情緒的頻率 Frequent verbal expressions of positive emotions
社會性與外向性 Sociality and extraversion

睡眠品質 Sleep quality
近親的幸福 Happiness of close relatives
自我健康評估 Self-reported health
高所得和在參考團體中高順位 High income, and high income rank in a reference group
積極參與宗教活動 Active involvement in religion
最近環境有正向改變 Recent positive changes of circumstances (increased income,
marriage )
資料來源：Kahneman，Krueger(2006：9)。

陸洛（1997：119）研究中國人的幸福感的內涵和相關因素探討，她假設五
個主要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五個變項分別為（1）個人背景特徵：年齡、性別、
社經地位（2）環境事件：個人生活中發生的重大生活事件及其對幸福感受所產
生的影響（3）認知評判：對周遭生活事件的判斷（4）個人資源或限制：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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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穩定的人格、解釋風格或社會資源，這些都會影響（5）主觀幸福感（分為正
負面情緒和生活滿足的認知層面）。
她的研究發現，第一，中國文化的社會支持和幸福感的顯著相關，以及社會
支持會導致性別差異，進而使性別影響幸福感。中國文化的「家」是社會與人際
發展核心，尤其是女性是家庭核心收授的社會支持可能多餘男性，所以社會支持
可能會使女性的幸福感高於男性。第二，個人的人格特質中，外向人格、內控人
格與幸福感呈正相關，神經質人格與幸福感呈現負相關。第三，生活事件發生的
頻率檢測結果說明，
（1）個人主觀的感受更能預測個人主觀幸福感程度；
（2）負
向生活事件強度比正向生活事件與幸福感有更強烈的相關；
（3）負向生活事件、
內控人格和幸福感三者間有顯著相關。第四，家庭滿意度對幸福感有相當重要且
穩定的影響（陸洛，1997）。
表2-3 中國人的幸福感的相關因素
個人背景特徵

性別
教育

個人資源或限制

外向人格
神經質人格
內外控人格

環境事件

社會支持

資料來源：陸洛（1997）
，本研究整理。

總而言之，心理學發現幸福感變動的因素，上述兩項研究皆證實個人的人格
特質是影響正負面情緒和幸福認知的主因，再來是同儕比較和社群關係也是造成
幸福感差異的原因之一。此外，生活中正向或負向的事件發生帶來的衝擊，也會
使人們的幸福感有變化。幸福經濟學則是發現幸福與經濟的相關性，人在有限的
條件下與他人和自己過去的經驗相比，是否有任何變化導致好或壞的結果。歸納
兩種不同學說，發現個人特質和個性，以及同儕比較和適應環境，這四個是人們
判斷是否幸福的關鍵因素。
三、社會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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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目前國際上已發表的幸福和福祉的調查，發現他們有許多調查面向與指
標和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相同，或是在該國的幸福和福祉的調查報告中直
接說明，該報告是以社會指標為基礎，逐步增加該國重視的議題、價值和人文特
色。本節探討客觀的社會指標逐漸增加主觀意見的過程。
（一）社會指標系統理論
社會指標是以人為中心建立相關體系，與人民幸福和福祉關注的目標相同，
因此參考台灣的社會指標系統理論，說明社會指標與幸福調查的關係。
1970年代開啟的社會指標建構，提供新的研究方法給質疑經濟指標者與缺乏
生活品質測量途徑者（Diener & Suh, 1997）。目前，多數國家的社會指標的設計
與理論架構多參考聯合國統計處 1972 年發展的「社會和人口統計體系」，以人
為中心建構層次指標體系以衡量福祉水準與狀態（圖2-1）。近年來，以圍繞人
類「福祉(well-being)」之有效測度為出發點，分割人生領域中影響人生福祉之因
素，進而陳述人生各階段所遭遇的狀況及議題，更將各領域內議題加以概念化及
架構化（主計處，2006）。
人生週期模型建構之指標，因為各國關注的領域議題和社會現況的差異，每
個國家呈現不同的面貌，但共同的目的都是政府想了解人民對生活整體方面的評
價和預測國家的發展與可能發生的問題。

20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圖 2-1 人生週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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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主計處（2006：2）

人生週期模型包含九個面向，人口與家庭、教育、就業、所得與支出、住宅
與環境、公共安全、休閒娛樂、運輸通信、社會福利、社會參與、戰爭，最後是
福祉。這九個面向中只有福祉是個人感受，其他主要以客觀數據呈現，如詢問個
人年收入、教育程度等，鮮少詢問個人感受，如「您對您的個人年收入，滿不滿
意？」但是，近年因提倡幸福和福祉的調查，所以國內研究和國際的調查都增加
個人感受的題目。
（二）社會指標增加主觀指標項目
社會指標系統的發展遭遇學術挑戰，社會統計的擁護者無法為其使用的指標
辯護，遭受質疑時無法提出有利的說明與理論佐證，所以社會指標的發展沉寂了
一段時間。不過，社會指標逐漸修正與探索更多的理論基礎，同時規劃主觀的滿
意度指標，開啟主觀與客觀指標的結合。以OECD的「美好生活指數」為例，該
測量方法與架構源於1970年代的社會指標計畫（Social Indicators Program），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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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計畫的結果卻因無法完整解釋社會現況或議題，失去呈現整體社會面貌的意
義，因此，OECD檢討應涵蓋大範圍的整體社會概況並思考永續發展應具備的條
件。
在2009年OECD的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提出一個架構，由兩
大領域—個人福祉領域和永續福祉領域構成，個人福祉包含物質條件和生活品質
兩個面向，永續福祉領域則包含數種不同型態的資本，有自然資本、經濟資本、
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OECD在2011年首度公布調查結果，這些面向的指標有一
半以上是來自OECD的社會統計數據。
物質條件和生活品質共涵蓋 11 個面向。物質條件分成住屋、所得和就業三
種面向，與 GDP 相關)，生活品質則分成社群關係、教育、環境、治理、健康、
生活滿意度、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八種面向。
OECD 在調查中增加一些詢問個人感受的問題，如自我健康的評估、緊急時
可求助的朋友與家人或親戚、整體自我生活滿意度評估，可視為社會指標系統正
式涵蓋幸福與福祉的領域，同時彰顯新興的社會指標理論應將國家、環境和個人
的永續發展納入研究範圍。但是，OECD 配置相同的權重給主觀感受指標和客觀
環境指標，由使用資料者自行定義各個指標的重要性。
以社會指標為基礎發展的多種調查，不論是幸福、福祉、生活品質、生活滿
意度，都有物質條件或客觀環境的面向與指標，表示這些指標是個人感受的來源，
幸福與否、滿不滿意的評估來源之一，再根據該研究調查的目的增加其他面向。
由於幸福概念相當廣泛，每個人皆有自己的幸福定義和條件，完全是主觀
的感受和抽象的概念。經濟學者、心理學者和社會學者，接力找出人在有限的
條件和經驗下，根據相對感覺和價值做出決定，所以在討論幸福福祉時，人的
個性特色、同儕比較和適應環境的習性需要納入考慮，然後以人為中心發掘其
周身環境可能是使他幸福的來源，進一步區分這些來源的屬性（主觀或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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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面向與指標
本計畫認為，在主流價值仍重視競爭力的前提下，有必要先檢視傳統的「競
爭力」指標內容，進而在此基礎上，探索全球新興的「幸福力」指標，建構競爭
力與幸福力辯證結合的「幸福競爭力」指標；同時，也要考量國內發展現況與國
際接軌需求，以求理論與實務、全球與在地的最佳契合；因此，本節首先探究世
界著名的傳統競爭力指標，接著蒐羅國際組織、國家、智庫等對於幸福力指標的
相關研究，然後配合國內已有的相關調查加以檢視，全面瞭解國內外提升幸福競
爭力的研究現況。
壹、傳統的競爭力指標
目前全世界評比國家競爭力的二個代表性機構均在瑞士，一個是日內瓦的世
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y Forum，以下簡稱 WEF），另一個則是洛桑的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IMD）
。1986 年，WEF 首次提出競爭力研究的評估報告。到了 1989 年，WEF 與
IMD 開始合作出版競爭力年報。隨後，雙方逐漸擴展修正競爭力定義，繼續出
版更為完整的年報。
直到 1996 年，兩個機構因為方法論上的爭議，WEF 著重研究影響國家生產
力的因素，IMD 則強調探討國家和企業相對環境的競爭力，於是彼此分道揚鑣。
如今，IMD 在每年 5 月發布《世界競爭力年報》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
WEF 則在每年 9 月出版《全球競爭力報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兩個機構研究競爭力涉及的國家與經濟體逐年增加，如今已成為全球具有公信力，
評比世界競爭力的兩個主要機構。
一、WEF 指標
WEF 在 2011 年出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中，定義競爭力是一套可以決定
一個國家生產力的體制、政策和因素。生產力水準可以確立經濟體能獲得的繁榮
水準，生產力水準也可以決定經濟體投資的回報率，它是經濟成長率的基礎驅動
者。換言之，一個較有競爭力的經濟體，隨著時間推移，較有可能迅速成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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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競爭力包括靜態和動態成分：儘管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決定它維持高收入水準
的能力，但它也是投資回報的決定性因素，它是解釋一個經濟體成長潛力的關鍵
因素之一（World Economic Forum，2011）。
WEF 評比全球競爭力分為要素（ Factor）驅動經濟的第一階段、效率
（Efficiency）驅動經濟的第二階段、創新（Innovation）驅動經濟的第三階段，
其 三 個 階 段 的 評 比 項 目 依 序 是 根 本 條 件 （ Basic Requirements ）、 效 率 增 強
（Efficiency Enhancers）
、創新與精密要素（Innov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Factors）
的 3 大支柱。
依據 3 大支柱又可細分為 12 個支柱。其中，
「根本條件」包括體制（Institutions）、
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總體經濟環境（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健康
和初等教育（Health and Primary Education）的 4 個支柱；「效率增強」包含高等
教育和訓練（Higher Education and Training）、商品市場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
、勞動市場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
、金融市場發展（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技術準備（Technological Readiness）
、市場規模（Market Size）
的 6 個支柱；「創新和精密因素」包括商業精密性（Business Sophistication）、創
新（Innovation）的 2 個支柱。
二、IMD 指標
IMD 在 2011 年發布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分析和排名國家與企業如何管
理其整體競爭力，以達成增加繁榮的目標。該組織主張，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不
能簡約到只看國內生產毛額和生產力，因為企業還需配合政治、社會和文化面向。
所以，國家需提供一個能提升企業競爭力，最有效率的結構、體制、政策的環境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2011）。
如果分析排名標準，IMD 的世界競爭力有 4 大要素，包括經濟表現（Economic
Performance）的 78 項標準、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的 71 項標準、
商業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的 68 項標準、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的 114
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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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區分，「經濟表現」是國內經濟的總體經濟評價，包括國內經濟
（Domestic Economy）、國際貿易（International Trade）、國際投資（International
Investment）、就業（Employment）、物價（Prices）等 5 個次要素；「政府效率」
是政府政策有助於競爭力的程度，包括公共財政（Public Finance）、財政政策
（Fiscal Policy）、體制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商業法規（Business
Legislation）、社會架構（Societal Framework）等 5 個次要素；「商業效率」是國
家環境鼓勵企業創新、營利、負責任行為的程度，包括生產力和效率（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勞動市場（Labor Market）
、財務（Finance）
、管理實務（Management
Practices）
、態度和價值觀（Attitudes and Values）等 5 個次要素；
「基礎建設」是
符合商業需求的基礎、技術、科學和人力資源，包括根本基礎建設（Basic
Infrastructure）、技術基礎建設（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科學基礎建設
（Scientific Infrastructure）
、健康和環境（Health and Environment）
、教育（Education）
等 5 個次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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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國際競爭力指標

IMD

WEF

A.商業效率
1. 生產力與效率
2. 勞工市場
3. 財務
4. 管理實踐

A. 基本條件
1. 制度
2. 基礎建設
3. 總體經濟環境
4. 健康與初等教育

5. 態度與價值觀
B.政府效能
1. 物價
2. 公共財政
3. 財政政策

B. 效率增進
1. 高等教育與訓練
2. 商品市場效率
3. 勞動市場效率
4. 金融市場成熟度

4. 體制架構
5. 社會架構
C.經濟表現

5. 技術準備度
6. 市場規模
C. 創新與精密因素

1. 國內經濟
2. 國際貿易
3. 國際投資
4. 就業
D.基礎建設
1. 基礎建設
2. 科技基礎建設
3. 科學基礎建設

1. 企業成熟度
2. 創新

4. 健康與環境
5. 教育
資料來源：WEF(2011)、IMD(2011)、本研究整理

貳、新興的幸福力指標
雖然以國內生產總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簡稱 GDP）等總體經濟
數據作為主軸，已經成為國際評比的主流，但其不見得能提升普羅大眾的個體生
活 福 祉 ， 因 此 ， 不 丹 的 第 四 代 國 王 吉 格 梅 ‧ 辛 格 ‧ 汪 楚 克 （ Jigme Singye
Wangchuck）在 1979 年提出國民幸福總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以下簡稱
GNH）比 GDP 重要的說法，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26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Programme，以下簡稱 UNDP)於 1990 年提出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以下簡稱 HDI）衡量經濟與社會等層面的發展，至於近期著名的幸福指
數 則 是 由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簡稱 OECD）在 2011 年發表的美好生活指數（Your Better Life
Index）
，而愈來愈多的國家與學者也各自擬定適合的幸福指標，因此評估幸福力
逐漸成為新興的全球風潮。本節將介紹與評估各國指數的調查方式，並以有無主
客觀指標、政策影響力、資料齊全程度、著重的目標與範疇、指標群的各項目意
義說明，作為我國建立指標群的參考。以下將依國際組織、國家和非營利組織之
順序，介紹幸福力之指標。
一、人類發展報告

依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在
2011 年所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HDI）中，對於
「人類發展」的定義是人類的自由和能力擴展，使他們能過自己珍視或有理由珍
視的生活。人類發展是有關於選擇的擴展。自由和能力比基本需求有更大的擴展
範圍。「幸福生活」有很多目標是需要的，目標有些是本質上需要的，有些則是
工具性的，例如我們可以珍視生物多樣性或自然之美，但不必考慮其對我們生活
水準的貢獻（UNDP，2011）。
UNDP 公佈的 HDI 是一個綜合指數，測量人類發展的 3 種基本面向，包括
長壽健康的生活（Long and healthy life）、知識（Knowledge）、體面的生活水
準（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三個基本面向下各有其測量指標，「長壽健康的生活」有出生時的平均餘命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1 個指標；
「知識」指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
，
有 25 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數，和學齡兒童期望受教育年數 2 個指標；「體
面的生活水準」指所得（Income），有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民所得總額（Gross
national income，以下簡稱 GNI）、人均 GNI 排名減去 HDI 排名、只計算壽命與
教育的非收入 HDI 等 3 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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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面向
長壽健康的生活
（Long and healthy life）

人類發展報告面向與指標
面向意義

預期壽命

指標
新生兒期望能存活年數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教育程度

25 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數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學齡兒童期望受教育年
數

知識（Knowledge）

體面的生活水準
（Decent standard of
living）

所得（Income）

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民
所得總額
（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人均 GNI 排名減去 HDI
排名
計算壽命與教育的非收
入 HDI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2011）

二、OECD 美好生活指數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Your Better Life Index)，以得知 34 個會員國與 OECD
的 6 個合作夥伴國家（巴西、中國、印度、印尼、俄國與南非）的物質生活條件
與生活品質為訴求，衡量每個國家的生活品質，並具有世界主要經濟體代表性，
其最主要特點為互動式設計，可依照個人喜好設定各個指標權重，以符合各個國
家的發展現況。
OECD 自 1961 年成立以來，即著眼於「良好政策引領美好生活」之研究，
將政策制定與提昇國民生活品質連結，因此「美好生活指數」的數據來源多源自
於 OECD 的各項指標調查。再者，OECD 研究如何選擇與衡量非經濟數據已超
過十年(OECD, 2011: Executive summary)，因此，其指標項目值得參考。
OECD 在 2011 年發表的「美好生活指數」包括物質生活條件（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和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2 大領域，前者分成住屋（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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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Income）、就業（Jobs）3 種主題，後者則分成社群關係（Community）、
教育（Education）、環境（Environment）、治理（Governance）、健康（Health）、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安全（Safety）
、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8 種主要面向。
「物質生活條件」的 3 種主要面向中，「住屋」有每人房間數（Rooms per
person）、無基本設施住宅（Dwelling without basic facilities）2 個指標，「所得」
有家戶可支配所得（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家戶金融資產（Household
financial wealth）2 個指標，「就業」有就業率（Employment rate）、長期失業率
（Long-term unemployment rate）2 個指標。
至於「生活品質」的 8 種主要面向，「社群關係」有支持網絡品質（Quality
of support network）1 個指標，「教育」有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
學生閱讀能力（Students reading skills）2 個指標，
「環境」有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和水質（Water quality）2 個指標，「治理」有投票率（Voter turnout）、法規制
訂諮詢（Consultation on rule-making）2 個指標，「健康」有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自評健康（Self-reported health）2 個指標，「生活滿意度」有自
評的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1 個指標，「安全」有殺人發生率（Homicide
rate）、攻擊發生率（Assault rate）2 個指標，「工作與生活平衡」有過長工時
（Employees working very long hours）、有小孩的婦女就業率（Employment rate of
women with children）、休閒和個人護理時間（Time devoted to leisure and personal
care）3 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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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面向

OECD美好生活指數面向

指標

次指標
每人房間數（Rooms per person）

住屋（Housing）
物質生活條件
（Material
living
conditions）

所得（Income）

無基本設施住宅（Dwelling without
basic facilities）
家 戶 可 支 配 所 得 （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家戶金融資產（Household financial
wealth）
就業率（Employment rate）

就業（Jobs）

社群關係（Community）

長 期 失 業 率 （ Long-term
unemployment rate）
支持網絡品質（Quality of support
network）
教育程度（Educational attainment）

教育（Education）

環境（Environment）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 Students reading
skills）
空氣污染（Air pollution）
水質（Water quality）
投票率（Voter turnout）

治理（Governance）
生活品質
（Quality of
life）

健康（Health）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安全（Safety）

法 規 制 訂 諮 詢 （ Consultation on
rule-making）
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
自評健康（Self-reported health）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殺人發生率（Homicide rate）
攻擊發生率（Assault rate）
過長工時（Employees working very
long hours）

工作與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有小孩的婦女就業率（Employment
rate of women with children）
休閒和個人護理時間（Time devoted
to leisure and personal care）

資料來源：OECD（2011），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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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指標
（一）歐洲生活品質調查（Quality of Life）
推動生活和工作狀況改善的歐盟基金會（Eurofound），基於歐洲高失業率
與人口老化改變家庭結構，並產生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問題，該基金會
於 2003 年展開泛歐洲生活品質調查，並在 2007 年進行第 2 次調查。該調查對
28 個會員國國民展開面訪，每國抽樣數 1000 人以上，其生活水準滿意度
（Satisfaction with standard of living）指數，包括健康（Health）
、就業（Employment）、
所得剝奪（Income deprivation）、教育（Education）、家庭（Family）、社會參
與（Social participation）
、住屋（Housing）
、環境（Environment）
、運輸（Transport）、
安全（Safety）、休閒（Leisure）、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12 個指標。
歐盟已經不再執行這項調查，由「超越 GDP」計畫取代。
（二）超越 GDP（Beyond GDP initiation）
歐盟執行委員會在 2007 年與歐洲議會、羅馬俱樂部、WEF、OECD 組成「超
越 GDP 會議」（Beyond GDP Conference），強力支持政策制訂者與經濟、社
會、環境專家以及公民社會發展指標以補充 GDP，目標是提供更全面性的資訊
以支持決策所需。因為經濟指標數據並無法完全的呈現整體的繁榮與福祉，因此，
超越 GDP 倡議針對如何設立全球發展中，非經濟數據的測量與指標，以具體呈
現 21 世紀的全球挑戰，如氣候變遷、貧窮、資源消耗、健康與生活品質。
其各項指標由歐洲統計局建構，在 2010 年提出建議測量指標，預計在 2012
至 2013 年完成報告。
「超越 GDP」的指標面向包括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
、
安全保證（Safety-Security）、關係和歸屬（Relatedness-Belonging）、自律和自
由的個人有價活動（Individual valued activities for autonomy and freedom）、能力
和自尊（Competence and self-esteem）5 個分析變數。此外還有樂觀（Optimism）
1 個附加變數。
其中，「生理需求」有所得和住屋（Income & housing）、健康（Health）、
健康和所得的基本權利（Basic rights on health and income）3 個面向，「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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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有人身和政治的安全（Physical and political safety）、教育技能和工作安全
的經濟安全保證（Economic security including education/skills and job security）、
自然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3 個面向，「關係和歸屬」有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s）、社交層次的基本權利（Basic rights at social/societal level）2 個面
向。
表2-7 「超越GDP」指標面向
面向

指標
所得和住屋（Income &
housing）

次指標
所得水準
所得支配
居住品質
生理健康

生理需求
（Physiological

身心健康
健康（Health）

心理健康
生命力

needs）

噪音汙染

安全保證
（SafetySecurity）

健康和所得的基本權利
（Basic rights on health
and income）

所得不均

人身和政治的安全
（Physical and political
safety）

人身安全

就醫權利
社會安全網絡信任感（金融、健康）
政治安全

負債
教育技能和工作安全的
經濟安全保證（Economic 正式教育
終身學習
security including
education/skills and job
security）

經濟安全
教育程度率*
空氣汙染

自然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

廢棄物及其他
綠化與休閒空間
有毒物質
自然環境總體評價

自治和自由的個人有價活動（Individual
valued activities for autonomy and freedom）

所有活動
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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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次指標
就業率
自由
幼兒照護系統的普遍與可及性*
支持網絡

關係和歸屬

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s）

社群活動
活動參與

（Relatedness-B
elonging）
社交層次的基本權利
（Basic rights at
social/societal level）

社會資本

能力和自尊（Competence and self-esteem）

意義與目的

機會平等

自尊
樂觀（Optimism）*

未來樂觀度

*為增加的分析變數，並非核心變數
資料來源：Eurostat-Suggested list of indicators ( 2010)

四、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不丹國王首先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NH）的概念。GNH 是由政府主導，其
量化體系可用各種人口特徵解構，並且是政策導向，使政府、非政府組織與企業
機構能制定增加國民幸福的制度與發展策略，
不丹政府在 2008 年將前發展委員會（the Planning Commission）重新改組為
國家幸福總值委員會（th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由總理與各
部會首長擔任委員，確保每年的國民幸福總值調查結果與國家政策結合並落實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2012）。
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調查計畫的四大支柱為：（1）永續社經發展（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2）環境保護（conservation of
environment）；（3）文化保護與推廣（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culture）；
（4）良善治理（promotion of good governance）（Thinley， 2005：7）。
2008 年，不丹正式採用「國民幸福總值指數」
（GNH Index）作為施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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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九大面向：心理幸福感、健康、教育、時間分配與平衡、文化活力與多元、
善治、社區活力、生態多樣性與延續性、生活水準。
表2-8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主要面向

指標
生活滿意度（Life satisfaction）

心理幸福感

靈性（Spirituality）
正面情緒（Positive emotion）
負面情緒（Negative emotion）
自評健康狀態（Self reported health status）

健康

健康日數（Healthy days）
身心障礙（Disability）
心智健康（Mental health）
有識字力（Literacy）

教育

教育程度（Schooling）
知識（Knowledge）
價值觀（Value）

時間分配與平衡

工作（Work）
睡眠（Sleep）
說母語（Speak native language）

文化活力與多元

文化參與（Cultural participation）
手工藝能力（Artisan skills）
禮節和品行規範（Code of etiquette and conduct）
政府表現（Government performance）

善治

基本權利（Fundamental rights）
服務（Services）
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捐獻（Donation）

社區活力

社區關係（Community relationship）
家庭（Family）
安全（Safety）
生態議題（Ecological issues）

生態多樣性與延續性

對環境負責任（Responsibility towards environment）
野外生物損害（Wildlife damage）
都市議題（Urban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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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

指標
有資產（Asset）

生活水準

住屋（Housing）
家戶人均所得（Household per capita income）

資料來源：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Commission，2012

五、澳洲指標
2002 年起，澳洲政府針對澳洲人民的生活展開調查，衡量是否有進步。該
調查稱為發展衡量報告（Measures of Australia’s Progress, 2010, 以下簡稱 MAP）
，
定義「發展」為「生活愈來愈好」，是檢視人們生活的許多面向，讓讀者和人民
考慮每個面向的相對重要性，讓民眾自行決定及評估這些面向，而非由政府訂出
一個標準數值；另外，每四年公布一次，並於公布的隔年發佈未來預計調查的指
標 (Future directions in measuring Australia's progress) （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1）。
MAP 的指標多採用客觀數據，並無生活滿意度或福祉的主觀題目，主要指
標多為政府公布數據或是國際數據，另輔以附加面向(supplementary dimension)，
如文化與休閒、溝通、交通、通貨膨脹率、競爭力與開放程度，但也是以客觀調
查數據為主。
澳洲的國家統計局提出的 MAP，在 2010 年從社會（Society）
、經濟（Economy）、
環境（Environment）3 個面向評估，讓澳洲人瞭解生活是否變得更好。
表2-9

澳洲發展衡量報告指標面向

主要面向

指標
健康（Health）
教育和訓練（Education and training）

社會

工作（Work）
犯罪（Crime）
家庭社區和社會凝聚（Family, community and social cohesion）
民主治理和公民權（Democracy, governance and citizenship）

經濟

國民所得（National income）
國民財富（National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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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

指標
家戶經濟福祉（Household economic wellbeing）
住屋（Housing）
生產力（Productivity）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陸地（Land）
內陸水域（Inland waters）

環境

海洋和河口（Oceans and estuaries）
空氣（Atmosphere）
廢棄物（Waste）
文化和休閒（Culture and leisure）
通訊（Communication）

補充指標

運輸（Transport）
通貨膨脹（Inflation）
競爭性和開放性（Competitiveness and openness）

資料來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11）

六、英國福祉調查
英國執行福祉調查的有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最著名的非政府組織的調查
是新經濟基金會（New Economic Foundation, NEF）的幸福星球指數（The Happy
Planet Index 2.0, HPI）。由政府主導的指標則是由國家統計局統籌的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指標。
（一） 國民福祉（National Account of Well-being）
2010 年，新任首相 David Cameron 宣布，由國家統計局統籌，著手調查國民
福祉（National Account of Well-being）以作為政策擬定之參考（BBC News ，2010；
自由時報，2010)。這個新的測量涵蓋英國人生活品質、環境和永續發展議題，
以及國家經濟表現。
這個調查是以英國的環境、食物與鄉村事物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簡稱 Defra)的永續發展指標為基礎，同時亦參考英國的公
平架構指標(Equality Measurement Framework, 簡稱 EMF)設計國民福祉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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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的永續發展指標包括溫室氣體排放（Greenhouse gas emissions）、發電
（Electricity generation ）、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 Carbon dioxide and other
emissions）、資源使用（Resource use）、廢棄物（Waste）、自然資源（Natural
resources）、系絡指標（Contextual indicators）、社會（Society）、就業和貧窮
（Employment and poverty）、教育（Education）、健康（Health）、流動與接近
（Mobility and access）
、社會正義/環境平等（Social justice/Environmental equality）、
國際（International）14 個指標，以及其他補充的福祉（Wellbeing）指標。
此項指標是對維護與經營人類永續發展的環境為主軸，大部分的數據皆為客
觀測量，由國家統計局執行調查。雖然，該調查的指標群定義幾乎無主觀問題，
但在蒐集資料的第一階段即以完全公開透明的方式進行。最新公布的國民福祉指
標5，將客觀的社會指標擴充涵蓋個人的主觀指標，例如，利用現有的永續發展
指標、公平架構指標、歐盟美好生活指標提供國民相關知識，再透過辯論與網路
蒐集民意與回饋，建立新的國民福祉並重新定義面向與指標，包含個人福祉
(individual well-being)、經濟(economy)、居住環境(where we live)、自然環境(natural
environment)、職業(what we do)、治理(governance)、教育與技能(education and
skills)、個人金融(personal finance)、關係(our relationship)。凸顯現今的福祉、幸
福與生活品質調查同時包含個人、社會、主觀與客觀的考量，以更為全面的了解
國民需求與幸福。

面向

表2-10 英國國民福祉面向與指標
指標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最終使用者的二氧化碳排放
海空運氣體排放

發電
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

可再生能源
發電
家戶能源使用
道路運輸

5

2012.07.24 公布部分調查，並統整 2011 的辯論與網路調查，提出建議的面向與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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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私人用車
公路貨運

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

製造業
服務業
公部門
國內材料消耗與國內生產資源使用

資源使用

能源供應
水資源使用
國內水消耗
缺水壓力
垃圾

廢棄物

每人製造的家庭垃圾
鳥類種群
農業
農耕與環境管理
土地使用(環境)
土地回收

自然資源

居住密度
漁獲
空氣污染生態衝擊
空氣污染源排放
河水品質
洪水
生物多樣性保護
經濟產出（GDP）
生產力(英國每工人產出)

系絡指標

投資
人口
家庭與居住
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社會

犯罪
犯罪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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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就業
失業家庭
非從事經濟活動
貧困兒童

就業與貧窮

16-19 歲青年未就業、未就學或接受訓練
領退休金者相對貧困
退休保險規定

教育

教育(19 歲完成高等教育以上者)
終生教育與學習
健康不平等
健康預期壽命

健康

死亡率
抽煙
兒童肥胖
飲食習慣
流動性
通學途徑

交通流動性與途徑

重要交通服務可得性
道路意外
社會正義
環境公平
空氣品質與健康

社會正義與環境公平

住房狀況
燃料貧窮家庭
無家可歸者
當地環境品質
居住區滿意度

國際途徑

英國的國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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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反社會行為認知
自我健康報告
嚴重精神疾病死亡率
鄰居信任度
影響當地與國家決策的能力
整體滿意度

福祉

生活各層面的滿意度
正面與負面情緒
參與正向活動
兒童福祉
當地環境
安全感受
健康與身體活動
霸凌
身體活動
綠地
文化活動參與
正向心靈健康

資料來源：Defra(2010)，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Government http://sd.defra.gov.uk/progress/national/

（二） 幸福星球指數 2.0（The Happy Planet Index 2.0）
新經濟基金會（NEF）於 2006 年首度發表幸福星球指數，2009 年擴大調查
全球 143 個國家、涵蓋全球 99％總人口，發表幸福星球指數 2.0（The Happy Planet
Index 2.0）。主要測量人類幸福的達成與環境生態的利用效率，用平均壽命、生
活滿意度與生態足跡，測量生態資源的良好利用，是否可以促進人類福祉、壽命
與幸福生活（New Economic Foundation，2009）。
研究顯示，個人的回答與他們的社會網絡的規模、社交地位、教育程度、傷
殘與否，以及物質條件，如收入與就業等呈現正相關，換言之，滿意度越高者，
反應其在各個項目上有較好的表現，也會表現在個人情緒，如經常微笑，及其他
問題較傾向正面回答，如感受到被愛、較不易自殺、較自主與較有韌性等。在生
活滿意度平均較高的國家，有以下現象：1.社會資本高、2.氣候良好、3.較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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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資源、4.壽命較長、5.生活水準較好、6.為人民發聲者多。
（三）英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委員會的福祉研究（WeD）
英 國 經 濟 與 社 會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福 祉 研 究 (ESRC Research Group into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簡稱 WeD)，以巴斯大學為核心，與孟加拉、
泰國、衣索比亞和祕魯合作，研究 2002 到 2007 年間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福祉。
其福祉的概念和架構是採主觀的、物質的、關係的三角結構，取消「客觀的」
面向，因為人們對福祉的認知是建構在社會與文化上，而每個社會環境都有其特
殊的人文風情，所以將客觀的福祉以物質條件和生活水準替代，若缺少這兩項因
素，福祉無法落實（White, 2008）。
White(2008)解釋三個面向的意義，物質的面向包含實際可行的福祉和生活水
準，共六項類別，第一類是收入、財富和資產，第二類是就業和民生活動，第三
類是教育和技術，第四類身體健康和行為能力(殘疾)，第五類使用服務與設施的
途徑，第六類環境品質。
圖 2-2 英國 WeD 福祉研究面向

主觀
的

物質
的
資料來源：White（2008）

關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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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面向有個人關係和社會關係，共 6 項類別，第一類愛與關懷的關係，第
二類支持與義務網絡，第三類是與國家的關係──法律、政治與社會福利，第四
類是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認同與不平等，第五類是暴力、衝突與（不）安全，第
六類是個人與集體行動的影響與範圍。
主觀面向有價值、認知和經驗，共六項類別，第一類是了解道德秩序的神聖
性，第二類是對自我的概念與個性，第三類是希望、恐懼和抱負，第四類是意義
與無意義感，第五類是（不）滿意程度，第六類是信任與信心。
表2-11 WeD福祉研究面向
物質面向：實際可行的福祉和生活水準
收入、財富和資產(income, wealth and assets)
就業和民生活動(employment and livelihood activities)
教育和技術(education and skills)
身體健康和行為能力(殘疾)(physical health and (dis)ability)
使用服務與設施的途徑(access to service and amenities)
環境品質(environmental quality)
關係面向：個人關係和社會關係
愛與關懷的關係(relations of love and care)
支持與義務網絡(networks of support and obligation)
與國家的關係：法律、政治與社會福利(relations with the state: law, politics
and welfare)
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認同與不平等(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inequalities)
暴力、衝突與（不）安全(violence, conflict and (in)security)
個人與集體行動的影響與範圍(scope for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influence)
主觀面向：價值、認知和經驗
了解道德秩序的神聖性(understandings of the sacred and the moral order)
對自我的概念與個性(self-concept and personality)
希望、恐懼和抱負(hopes, fears and aspirations)
意義與無意義感(sense of meaning/ meaninglessness)
（不）滿意程度(levels of (dis)satisfaction)
信任與信心(trust and confidence)
資料來源：White (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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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2008)認為福祉會隨著時間變化，在限定的空間內，個人的主觀、關係
和物質上的福祉會互相影響，同時也受到社群對福祉認知的影響，所以福祉是動
態的且實際存在，最重要的它是可以達到的目標。
七、加拿大福祉指數(The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加拿大的福祉指數網絡（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是一些公民社會團
體希望所有加拿大人都能享有最高幸福狀態，藉由確定面向、發展指標、公佈統
計測量結果，提供清晰可行的定期報告，讓加拿大朝向一個國家的幸福目標和結
果進步。
加拿大的福祉定義是「盡其所能可呈現的最高生活品質」，主要著重於生活
水準（Living Standards）、社區活力（Community Vitality）、民主參與（Democratic
Engagement）、教育（Education）、健康人口（Healthy Populations）、環境
（Environment）、時間使用（Time Use）、休閒和文化（Leisure and Culture）八
個指標。自 1994 年起，加拿大政府即開展一系列相關調查，在此八大相互關連
的範疇（domains）下，以 64 個獨立的標題蒐集資料並展開分析。此外，在他們
設計的過程中，面臨是否要採取綜合指數（composite index）的問題，在加以分
析優缺點後，明確設計建構驗證流程以建立信度與效度（CIW Technical paper，
2011： 9-14）。
加拿大的幸福指數以客觀數據為主，多數為國內已有的社會調查指標，另有
專門為幸福指數設計的指標調查，其特色在於符合該國國情且客觀，以過去累積
的數據建立時間序列，分析人民福祉狀況與可改善項目。
八、美國指標
美國的蓋洛普（Gallup）、海瑟威（Healthways）二個調查機構從 2008 年開
始合作，進行為期 25 年的幸福指數（Well-Being Index）調查。這是有史以來第
一次針對美國住民的健康和幸福進行逐日評估，建構每日、每月、每季的即時回
報系統，僅有 6 個指標：生活評估（現在的生活情況與五年後預期的生活情況的
自我評估）、情緒健康（每日經歷的 10 種情緒表現）、體質健康（9 種疾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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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健康行為（生活習慣）、工作環境（美國人自身對工作環境的觀點）、基
本設施使用權（使用增進福祉的重要基本設施的機會）
。此項調查以健康為主軸，
與其他國家的國內調查範疇不同，將慢性疾病作為測量項目，並包含情緒健康、
生活習慣、工作環境的調查。每日至少訪問 1000 名美國成年人，幸福指數提供
即時測量和見解的需要，用以改善健康、增加生產力、和降低醫療成本。
九、日本幸福度指標
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 2011 年 12 月 5 日發表「幸福度指標」具體內容，以經
濟社會狀況、身心健康、地區與家庭的關係、持續生活環境的可能性四個面向構
成，包括對工作的滿足度、貧困率、壽命、有薪假期等 132 項指標（BBC，2011；
內閣府，2011）。
表2-12 日本幸福度面向與指標
面向

指標
主觀的幸福感
理想的幸福

主觀的幸福度

未來幸福期望
親戚關係(relativeness)
感情經驗
世代間的幸福落差

健康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生活型態

關係性

家人聯繫
地區聯繫
自然環境聯繫
基本需要
居住

經濟社會狀況

兒童教養、教育
就業
社會制度

資料來源：內閣府（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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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際與區域組織的研究，根據調查主題而有所差異，聯合國的人類
發展指數調查對象包含未開發至已開發的國家，主題著重於人類基本生存與追求
幸福之條件。OECD 則可代表富裕國家所追求之價值─「美好的生活」，主要調
查指標涵蓋經濟、社會、政治與個人，指標定位較偏向客觀。歐洲生活品質調查
較偏重社會福利與個人感受，但是亦涵蓋個人對經濟、社會、政治的感覺，相對
於 OECD 更為主觀。歐盟「超越 GDP」倡議的指標，雖然其研究方法尚未完善，
但是著重主觀與客觀的結合與權重配置，並針對國內、區域及國際層面有關設定
政策目標、擬定政策與執行等內容，有相當詳盡的研究。以國際組織而言，歐盟
的計畫架構最具有參考價值，OECD 的指標設計則值得作為台灣幸福指數的指標
群發展基礎。

第三節 國內幸福指數面向與指標
相對於國際組織或其他國家，早在 1970 年代就逐步推動的幸福、福祉、生
活品質調查，台灣除了社會指標外，還未曾有系統性與連貫性的研究。目前，以
台灣競爭力論壇提出的幸福指數調查最為完整。政府方面，則是行政院主計處的
「社會指標統計年報」與幸福指數的指標項目最為接近。
壹、行政院主計處社會指標
行政院主計處，自1979年起依據聯合國「社會及人口統計系統」架構，蒐集
各個社會領域資料，出版「社會指標統計年報」。但隨著日益複雜的社經情勢，
社會議題已無法單由數字表象陳述問題本質，因此統計年報在1996年改版；除了
各領域指標彙編的理念導讀之外，還針對社會面施政目標及國際趨向，重新檢討
內涵，反映變遷中的社會特性及利於國際比較（主計處，2011）。
為了提供台灣社會福祉及進步的概觀，2011 年的「社會指標統計年報」聚
焦於生活福祉與社會進步指標的觀察；選定一組社會指標群的近 10 年變化，表
現出各領域的進步或發展情形，也與 OECD 會員國進行比較，瞭解台灣在國際
社會發展的相對成就。
統計年報將社會指標分成「人口」、「家庭」、「健康」、「教育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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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所得與分配」、「環境」、「公共安全」、「社會安全」等 9 個領
域；其中，統計年報雖認為生活品質等主觀感受指標與客觀統計指標一樣重要，
但因主觀指標不易明確定義，加上相關指標略顯欠缺，因此沒有將主觀指標納入
統計年報的範疇。
表2-13主計處社會指標統計年報面向與指標
面向
指標
人口平均年增率
人口

家庭

總生育率
老年人口比率
老年人口依賴比
粗結婚率
粗離婚率
女性初婚年齡
女性生育第一胎平均年齡
女性勞動力參與率
3-5 歲幼兒學前教育入學率
零歲平均餘命

健康

嬰兒死亡率
自殺標準死亡率
成人男性吸菸率

教育與研究

PISA 數學領域頂尖水準學生比率
25-64 歲人口具高等教育程度比率
25-64 歲高等教育程度相對薪資－以同
性別高中(職)為 100
研發經費占 GDP 比重
15-64 歲就業率

就業

失業率
平均工時
平均薪資之性別差距
平均每人 GDP（PPP）
可支配所得

所得與分配

吉尼係數
貧窮率
貧窮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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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環境

指標
平均每人 CO2 排放量
廢紙回收率
故意殺人案件發生率

公共安全

監禁率
機動車交通事故死亡率

社會安全

公部門社會支出占 GDP 比重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1）

貳、台灣競爭力論壇「幸福指數調查」
國內智庫機構「台灣競爭力論壇」為了瞭解台灣人民的總體幸福程度，在
2008 年 8 月舉辦全台灣第一次的「台灣幸福指標問卷調查」，包括「生活幸福
程度」、「家庭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社區和交友」、「健
康狀況」、「宗教信仰」、「政治權利」、「政府施政」、「未來發展」10 個
指標，嘗試用多元全面方式，建構台灣人民的總體幸福程度（台灣競爭力論壇，
2008）。
2009 年 5 月進行第二次台灣幸福指標問卷調查，沿用 2008 年的 10 個指標
進行電話訪問。相較於 2008 年的調查結果，2009 年滿意程度提高的幸福指標有
「生活幸福程度」、「家庭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政府施政」、
「未來發展」；其中，工作情況與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提高，具統計顯著差異。
另一方面，滿意程度較降低者為「社區和交友」、「健康狀況」、「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不過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顯見台灣人民的幸福指數有略微提昇。
台灣競爭力論壇在 2012 年，因時空環境的改變。而將幸福指數的項目略做
微調，並為了深入了解各縣市民眾的幸福感受，擴大樣本數至 16,000 份，並公
布幸福城市的排名。在此次調查中，包括了「總體生活幸福感」及其他十個面向，
分別為「家庭關係」
、
「經濟收入」
、
「工作情況」
、
「社區和交友」
、
「健康狀況」
、
「宗
教信仰」、「治安」、「政治權利」、「政府施政」、「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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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調查是台灣國內完全使用主觀方式詢問人民的滿意度與幸福感，蒐集人
們第一時間內對這些面向的直覺反應，調查的結果無法完整呈現什麼是真正民眾
在乎的、會影響他們幸福感變動的因素。
表2-14 台灣競爭力論壇幸福指數指標
指標
整體幸福評估
家庭幸福
人際關係
工作狀況
經濟情況
健康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政府施政
未來樂觀度
治安（2012 新增）
資料來源：台灣競爭力論壇（2008、2009、2012）

參、天下雜誌幸福城市調查
天下雜誌自 2010 年起開始調查民眾對地方首長的施政滿意度，今年更進一
步調查民眾的幸福感，選出台灣的幸福城市6。該調查有五個面向以及主觀滿意
度，五個面向分別為社福力、文教力、施政力、環境力、經濟力。這些面向在
2012 年增加了主觀幸福與滿意度的指標，共有 47 個客觀指標，11 個民眾意見指
標。
經濟力包含的指標，營利事業銷售額、營利事業營業家數年增率、經濟發
展支出佔歲出比例、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失業率、都市地價指數、
網際網路上網率、首長是否努力增加工作機會問卷調查。

6

原為城市競爭力年度調查，2012 年改為幸福城市調查與地方首長施政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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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力包含的指標，空氣中總懸浮微粒濃度、污水處理率/污水處理年增率、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垃圾清
運量年減率、垃圾回收率、綠覆率、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人均耗水量、
每人每年用電量、每人每年耗油量、公共運輸使用率、首長是否重視環境保護
問卷調查、縣市街道市容是否髒亂問卷調查。
施政力包含的指標：營利事業銷售額年增率、淨遷入人口數、赤字佔歲入
比例,、歲入自有財源比、每人歲出,、刑案破獲率、機動車肇事數、刑案發生率、
火災傷亡率、負債年減率、地方稅收年增率、勞動參與年增率、民眾對行政效
率滿意度、首長施政滿意度、首長清廉度、治安滿意度、首長是否努力推廣城
市特色問卷調查。
文教力包含的指標：國中小師生比、民國 99 學年度中輟率、每人出席藝文
展演文化活動次數、15 歲以上民間人口高等教育比率、縣市內各層級公共圖書
館每人借閱量、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佔總歲出比例、人均文創產業營收、文創產
業營業家數佔營利事業家數比率、每年舉辦藝文活動次數、首長是否關心下一
代教育問卷調查。
社福力包含的指標：每萬人口社會福利工作人員數、每一縣（市）民享有
之社會福利支出、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擁有社區發展協會與其附屬社團（守望相
助隊、媽媽教室）數、每十萬人口自殺率、提供女性接受法律諮詢、諮商輔導,
親職講座等服務人次、平均每位列冊需要關懷之獨居老人被服務次數、55 歲以
上每百人參與長青學苑人次、首長是否重視社會福利問卷調查、民眾對老年安
養環境滿意度。
仔細檢視這項調查的指標，它呈現的面貌偏向生活品質，以及政府單位是否
致力於改善與生活品質相關的項目，因為這些指標都可與政府的政策直接相關。
但是，根據它的調查結果，具有較高競爭力的城市，它的居民並沒有比較幸福，
這顯示擁有的資源較多的地區，其客觀環境和物質條件較佳，但並不是直接影響
人民幸福的因素，而是有其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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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天下雜誌幸福城市指標
面向

指標
客觀

主觀

營利事業銷售額
營利事業營業家數年增率
經濟發展支出佔歲出比例
經濟力 首長是否努力增加工作機會問卷調查

所得收入者平均每人可支配
所得
失業率
都市地價指數
網際網路上網率
空氣中總懸浮微粒濃度
污水處理率/污水處理年增率
平均每人環保經費
每人享有公園綠地面積

環境力

首長是否重視環境保護問卷調查
縣市街道市容是否髒亂問卷調查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垃
圾清運量年減率
垃圾回收率
綠覆率
平均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
人均耗水量
每人每年用電量
每人每年耗油量
公共運輸使用率
營利事業銷售額年增率
淨遷入人口數

首長施政滿意度
首長清廉度
施政力 治安滿意度
首長是否努力推廣城市特色問卷調查
民眾對行政效率滿意度

赤字佔歲入比例
歲入自有財源比
每人歲出
刑案破獲率
機動車肇事數
刑案發生率
火災傷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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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客觀

主觀
負債年減率

地方稅收年增率
勞動參與年增率
國中小師生比
99 學年度中輟率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
次數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高等教育
比率
縣市內各層級公共圖書館每
人借閱量
教育科學文化支出佔總歲出
比例
文教力 首長是否關心下一代教育問卷調查

人均文創產業營收
文創產業營業家數佔營利事
業家數比率
每年舉辦藝文活動次數
國中小師生比
99 學年度中輟率
每人出席藝文展演文化活動
次數
15 歲以上民間人口高等教育
比率
縣市內各層級公共圖書館每
人借閱量

社福力

首長是否重視社會福利問卷調查
民眾對老年安養環境滿意度

每萬人口社會福利工作人員
數
每一縣（市）民享有之社會福
利支出
平均每一鄉鎮市區擁有社區
發展協會與其附屬社團（守望
相助隊、媽媽教室）數
每十萬人口自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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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指標
客觀

主觀

提供女性接受法律諮詢
諮商輔導
親職講座等服務人次
平均每位列冊需要關懷之獨
居老人被服務次數
55 歲以上每百人參與長青學
苑人次
肆、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在今年（2012）採用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的指標，進行台灣的幸
福城市調查，使用 11 個面向，12 個主觀指標 10 個客觀指標測量台灣人民的滿意
度。11 個面向有收入、就業、社會聯繫、教育、環境品質、政府治理、健康、
生活滿意度、安全、工作與生活平衡。經濟日報同時詢問民眾在這 11 個面向的
滿意度，例如工作與生活面向的滿意度是問對睡眠時間的滿意度，和休閒時間的
滿意度。部分面向沒有客觀指標，如政府治理和生活滿意度。
居住面向指標有居住條件滿意度、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和家戶連網
（電腦或其他設備）比率(%)。收入面向的指標有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平均每
戶可支配所得（元）和平均儲蓄傾向(%)。就業面向的指標有工作狀況滿意度和
15-64 歲有酬工作者佔同齡人口比率(%)。教育面向的指標有教育成就滿意度和滿
15 歲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社會聯繫的指標有親友支持滿意度和志工服務時數佔縣市人口比率(小時/
人)。環境品質的指標有環境綠化與污染防治滿意度和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微克/
立方空尺)。政府治理的指標是政府施政作為滿意度。健康面向的指標有健康狀
況滿意度和零歲平均餘命(歲)。生活滿意度的指標是生活現狀滿意度。安全面向
的指標有人身安全滿意度和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指標
是睡眠時間滿意度和休閒時間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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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經濟日報幸福城市指標
面向

指標
主觀

客觀

居住

居住條件滿意度

平均每人居住面積（坪/人）
家戶連網（電腦或其他設備）
比率(%)

收入

家庭經濟狀況滿意度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元）
平均儲蓄傾向(%)

就業

工作狀況滿意度

15-64 歲有酬工作者佔同齡人
口比率(%)

社會聯繫

親友支持滿意度

志工服務時數佔縣市人口比率
(小時/人)

教育

教育成就滿意度

滿 15 歲具大專及以上學歷比率
(%)

環境品質

環境綠化與污染防治滿意度

政府治理

政府施政作為滿意度

-

健康

健康狀況滿意度

零歲平均餘命(歲)

生活滿意度

生活現狀滿意度

-

安全

人身安全滿意度

暴力犯罪發生率(件/10 萬人)

空氣中懸浮微粒濃度(微克/立
方空尺)

53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指標

面向

主觀

工作與生活平衡

睡眠時間滿意度
休閒時間滿意度

客觀
-

比較國內幸福指數相關調查的面向與指標，如下表所示，涵蓋的範圍不脫經
濟狀況、政府施政表現、社會福祇與環境品質，加上整體滿意度。差異在主觀與
客觀指標的配置與測量標準，行政院主計處的社會指標完全是客觀的數據統計資
料，天下雜誌使用 47 個客觀指標，11 個民眾意見指標；台灣幸福大調查完全是
主觀指標；幸福城市的調查則是採用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12 個主觀指標 10
個客觀指標。這個差異顯示影響人民幸福的因素相當多元。
表2-17 台灣的幸福學面向與指標
名稱

台灣社會指標

幸福城市

台灣幸福大調查

幸福城市

研究
單位

行政院主計處

天下雜誌

台灣競爭力論壇

經濟日報

研究
時間

2010

2011、2012

2008、2009、2012

2012

人口
家庭
健康

社福力
文教力
施政力

整體幸福評估
家庭幸福
人際關係

居住
收入
就業

教育與研究
就業
所得與支出
面向 住宅與環境
公共安全
文化與休閒

環境力
經濟力

工作狀況
經濟情況
健康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政府施政

社會聯繫
教育
環境品質
政府治理
健康
生活滿意度

附加指標
運輸通訊

安全
未來樂觀度
治安（2012 新增）工作與生活平衡

社會安全
社會參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台灣競爭力論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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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幸福感來源
由於「幸福學」是相當新興的領域，原本是附屬於社會發展體系，當國家
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獲得溫飽後開始尋求其他方面的滿足和探討福祉的內涵，
進而促成幸福學的發展。什麼會使人民感到幸福，或許可從國際間對幸福和福
祉的詮釋一窺一二。歸納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台灣行政院主計處的社會指
標、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歐盟生活品質調查、澳洲發展衡量指標、日本國
民生活選好度調查之面向、加拿大福祉指數、英國永續發展指數、不丹國民幸
福總值指數、英國平等衡量架構、台灣競爭力論壇幸福指數、美國蓋洛普-海瑟
威福祉指數、歐盟超越 GDP 倡議、日本幸福度指標提議架構，共 14 個幸福與
福祉調查。依生存所需的順序和指標的發展依序討論幸福與福祉調查必要的指
標。
壹、 基本需求
人類或是生命有機體，自古以來都在追求相同的目標：
「求生存、溫飽與安
定。」
，當這些條件被滿足才有可能追求其他所欲。換言之，幸福感的基本要素
可從免於恐懼開始推論，身體健康免於死亡，經濟來源穩定免於飢餓，居所安
定免於流離失所，建立互助關係免於孤苦無助。
觀察國際和國內的面向與指標，健康是 14 個調查皆有的面向，其下可在細
分為身體健康與心理/心靈健康、情緒波動、壽命、疾病等指標。第二，經濟來
源在現今是以生活水準和就業的概念呈現，生活水準共有 12 個調查採用，其基
本指標有經濟所得（個人或家庭）、可支配所得、居住(住房和基本衛生設施)；
就業/工作則有 10 個採用，其指標則有失業率、青年就業率、婦女就業率、工
作成就感、工作環境、工作狀況等。其他指標則依該調查目的增加或減少。第
三，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將「教育」列為人類發展必要的條件，也就是為了
生存必須有的技能，在 14 個調查中共有 10 個使用，其指標以該調查的目的採
用不同的客觀測量標準，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是使用識字率，部分調查則
是使用兒童的閱讀技巧和數學能力為標準。
貳、關係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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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學和心理學觀點中皆提到社群對個人幸福的影響，如同儕比較和適
應習慣，東方的家庭觀念與西方的社交網絡，都是以「群」為基礎概念建立， 所
以社群關係、家庭關係、社交網絡都出現在國際和國內調查的面向。本文將這
個概念定為「關係歸屬」，共有 11 個調查使用，包含的指標有社區參與、家庭
關係、社區活力、個人或家庭的社交能力、地區聯繫和人際互動等。
人際互動之外，人與環境的相處也可歸類於社群概念。環境包含物質環境、
生活環境、自然環境，14 個調查有 9 個使用，其指標主要是環境品質（空氣、
水質、公共衛生、廢棄物處理）、生活環境品質（綠地、公共設施、醫療設施）、
自然環境（公園、綠地、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
生活環境也需要考量「免於…恐懼」，所以生活地區的安全考量便成為必
要項目，14 個調查有 8 個使用，其面向名稱常以「社會安全」
、
「治安」
、
「社區
夜歸安心感」
、
「公共安全」
，有時「身體安全」和「犯罪」也會出現在這個類別。
參、個人感受與價值
探討幸福與福祉必須將個人的感受和觀念納入考量，也就是主觀的價值判
斷，所以基本需求和社群關係都可以是客觀的數據呈現，也可以是個人的主觀
價值評斷。人的一生中會接觸到的所有有形和無形的東西是個人情緒、認知和
信念的來源，構成他對幸福的認知與理想，因此，個人對自我、家庭、社群歸
屬的價值判斷，為幸福和福祉的概念增添較高層次的概念價值，例如，自尊、
成就感、信心與信念、民主、自由、文化與休閒、政治影響力、宗教、生命意
義與價值等。

第五節 小 結
廣義的幸福概念包含情緒的快樂程度、物質生活的滿意程度、心靈方面的充
實程度，或者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程度、快樂與痛苦的差異程度等等，都牽
涉到個人心理對「幸福快樂」的認知和預設的理想條件。最廣泛採用幸福感的定
義是「人類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

56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追求幸福已是國家追求經濟發展以外的任務，但是幸福過於抽象無法像經濟
金融數據可以計算。但是，近代的功利主義學說提出「快樂和痛苦是可以計算的」
，
首開幸福計量先河，接著由經濟學家發展出「幸福經濟學」，其重要發現是快樂
和幸福是會隨著個人所得增加而增加，但是當所得或 GDP 到達某個程度之後，
幸福不會隨之增加。為了解釋這個現象，心理學家結合經濟學說提出「展望理論」
何解釋兩者的落差，也更進一步帶動幸福學在「非經濟因素」的研究。
心理學研究證實個人的人格特質、同儕比較和社群關係是影響正負面情緒和
幸福認知的主因，也是造成幸福感差異的原因之一。此外，生活中正向或負向的
事件發生帶來的衝擊，也會使人們的幸福感有變化。
由於「幸福學」原本是附屬於社會發展體系，當國家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獲
得溫飽後開始尋求其他方面的滿足和探討福祉的內涵，進而促成幸福學的發展。
什麼會使人民感到幸福。從國際間對幸福和福祉的詮釋，我們歸納影響幸福的因
素可以分為三個類別，分別是「基本需求」
、
「關係歸屬」與「個人價值與感受」。
「基本需求」有健康、經濟來源和教育。身體健康免於死亡，經濟來源穩定
免於飢餓，居所安定免於流離失所，建立互助關係免於孤苦無助。
「關係歸屬」指涉的是社群對個人幸福的影響，如同儕比較和適應習慣，東
方的家庭觀念與西方的社交網絡，都是以「群」為基礎概念建立， 所以社群關
係、家庭關係、社交網絡都出現在國際和國內調查的面向。人際互動之外，人與
環境的相處也可歸類於社群概念。環境包含物質環境、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生
活環境也需要考量「免於…恐懼」，所以生活地區的安全考量便成為必要項目。
「個人價值與感受」面向的意義是，人的一生中會接觸到的所有有形和無
形的東西是個人情緒、認知和信念的來源，構成他對幸福的認知與理想，因此，
個人對自我、家庭、社群歸屬的價值判斷，為幸福和福祉的概念增添較高層次
的概念價值。
下表是本文蒐集的國際與國內幸福與指標面向，健康、生活水準和教育是
最為普遍且必要的面向，再來是關係歸屬和就業。有趣的是，文化和休閒、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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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環境三個面向普遍被西方國家重視，除了該調查不是以生活品質和生活整
體滿意度為調查目的，如美國的蓋洛普海瑟威福祉調查，其他面向如生活滿意
度、時間分配、樂觀等，都是根據該國或該組織的調查目的設計，因此在較抽
象的概念形塑與建構，並沒有特定的標準和必要的面向與指標，可以依照調查
目的、國情、人文特色等設計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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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 國際幸福與福祉調查的面向
聯 合 國 主計處
面向

健康

歐盟
澳洲
日本
加拿大 英國
不丹
英國
台灣競爭 美國
歐盟
OECD
人類發展 社會指標 美好生活 生活品質 發展衡量 國民生活 福祉指數 永續發展 國民幸福 平等衡量 力論壇 蓋 洛 普 - 超越
指數
指數
調查
指標
選好度調
指數
總值指數 架構
2012 幸 海瑟威福 GDP 倡
查之面向
福大調查 祉指數 議

平均餘命 健康

生活水準 收入

教育

就業

關係歸屬

教育程度

健康

健康

健康

所得與支
住房 收
住房收入
經濟
出
入匱乏

教育與研
教育
究

就業

工作

家庭、社
社區
會參與

教育

就業

健康

家庭、社
社會
會參與

教育

就業、職
場、工作
成就感

健康

生活水準 生活水準
（資產、 （住房、
住房、人 收入、照
經濟情況
均家戶可 護、當地
支 配 所居 住 品

家庭收入 生活水準

教育與訓
練

工作

健康人口 健康

教育

全、社會 安全
安全

文化與休
閒

文化與休 生活與工
閒
作平衡

環境

住宅與環
環境
境

治理

安全

安全

環境

治理

所得與住 基本需要
房
居住

教育

教育與學
習

兒 童 教
養、教育

工作環境
指數（美
生產與有
工作狀況 國人對其
價值活動
工作環境
的認知）

就業

家 人 聯
繫、地區
社會互動
聯繫、生
活型態

個人、家 家 庭 幸
社區活力 庭與社會 福、社交
生活
關係

社會

自 由 時
文化與休
休閒與文
間、休閒
閒
化
時間

生理
心理

質）

就業

家庭、朋
友、社區 社區活力
關係

幸福度指
標架構提
議

得）

公 共 安
安全

情緒健康
商數
身體健康
生命健康 身體健康
健康
商數
生活習慣
商數

日本

身 體 安

實質與政

全、法律 治安
安全

治安全、
經濟安全

文化多元
性與彈性
溫室氣體
發電
生態多樣
資源使用 性與彈性
自然資源

環境

環境

物質環境

民主、治
理與公民
權

政 府 表
社會正義
參與、影
現、基本
民主參與 與環境公
響力與發 民主自由
權利、服
平
聲
務、

與自然環
境的聯繫

為了自治
與自由，
個人的有
價活動

自 由 時
時間分配

間、休閒 時間配置
時間

生活滿意

生活滿意 生活滿意

度

度

時間配置
生活評價

心理福祉

度

商數
健康與收
基本設施 入的基本
使用權商 權利、社
數
會上的基
本權利

基本權利

對未來的
憧憬

樂觀

其他面向

人口

通 貨 膨
脹、競爭 精 神 空
力與開放 間、其他

國 際 途
徑 、福
祉、 背景

性

指標

整體幸福
評估、
宗教信仰

樂觀性

社會制度

59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60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表2-19 幸福指數主客觀指標歸納
面向
健康

主觀指標
自我健康的評估
就醫權利的滿意度

客觀指標
慢性疾病
生活型態
運動頻率
當地醫療機構數目
就醫所需的交通時間

收入

可支配所得的滿意度、可 收入
支配的時間、居住環境舒 可支配所得的水準
適度、

教育

協助自我探索的程度

學歷
職業

工作

工作成就感
工作滿意度

工作適配性
就業難易度

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
社群生活
與人互動的滿意度

危急時能求助的對象人
數
參與活動的意願
參加頻率

生活環境

居住環境舒適度
綠地休閒環境
生活便利滿意度

是否有綠地和休閒環境
環境品質監測

治安

當地夜歸安全
當地治安的滿意度

居住地區的治安
犯罪率

工作與生活平衡

時間分配滿意度

工作時長
睡眠時長
休閒時間

能力與自尊

能在生活中發揮自己的 無
能力
獲得尊重

政治影響力

對政府決策過程之影響 投票率
政府施政滿意度

心靈福祉

生命意義、生活意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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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幸福指數調查結果之比較與分析

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於 2008 年、2009 年及 2012 年分別進行三次幸福指數
的調查，其中 2008 年與 2009 年的問卷內容相同，時隔三年後，考量到時空環境
的變化，因此在 2012 年的問卷內容有小幅更動，以期更能切合「幸福」的真實
意涵。除此之外，2012 年更擴大調查規模，以縣市為單位進行幸福城市的排名
調查，樣本數增加至 16,864 份，是國內少見以純主觀方式分析民眾幸福感的調
查。
本章將比較不同時空及不同單位的指標調查方法，並針對本年度（2012）進
行的「幸福城市大調查」結果進行詳細分析，作為指標建構之參考。

第一節

幸福指數調查方法比較

在國內指標調查方面，目前較具代表性的縣市政府相關調查為 2012 年 7 月
由經濟日報進行的「縣市幸福指數大調查」，以及同月由天下雜誌進行的「城市
競爭力」調查。以下將一併比較不同時空及不同單位所做的調查。
壹、台灣競爭力論壇歷年幸福指數調查方法之比較
為了使研究具有連貫性，且有利於不同年份的相互比較，2008 年及 2009 年
採用同樣的問卷。在 2012 年的幸福指數調查，亦以 2009 年的問卷內容為主，惟
考量到與 2009 年的調查已相隔三年，時空背景及環境都有改變，因此 2012 年的
幸福大調查，增加二個近年來漸趨重要的面向，分別是「環境品質」及「治安狀
況」，並將過去問卷內容及順序稍作調整，以求更符合「幸福」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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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歷年幸福指數調查面向比較

2008／2009

2012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交友和社區生活
健康狀況

家庭關係
家庭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宗教信仰／人生哲學
政治權利
中央政府施政
未來發展樂觀度

宗教信仰／人生哲學
政治權利
地方政府施政
未來發展樂觀度
環境品質
治安狀況
治安狀況

在調查方法上，三次的幸福指數調查均採用電話調查方式，但是在 2012 年
擴大規模，並增加兩個面向，以及縣市首長的滿意度調查，三次幸福指數調查在
方法的差異如下表：
表3-2
時間
範圍

歷年幸福指數調查方法比較

2008
2009
2012
2008.8.1( 五 )-8.5( 二 ) 2009.5.4( 一 )-5.6( 三 ) 2012.4.5(四)-5.2(三)
18:00-22:00
18:00-22:00
18:00-22:00
台澎金馬 20 歲以上民 台澎金馬 20 歲以上民 台澎金馬 20 歲以上民
眾
眾
眾

研究方 電訪
法
問卷內
容

電訪
兩年問卷內容皆相同

電訪
以 2009 年問卷為基礎
稍作修改

成功樣 1119
本數

1090

代表性

檢定後與母體不符，以 檢定後與母體不符，以
「多變數反覆加權」方 「多變數反覆加權」方
式進行樣本統計加權 式進行樣本統計加權

未進行代表性檢定

16,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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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濟日報、天下雜誌及台灣競爭力論壇調查方法之比較
2012 年度較具代表性的縣市幸福指數調查，發布機構分別為台灣競爭力論
壇、經濟日報，以及天下雜誌。
就時間點來看，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幸福指數調查時間係在 2012 年 4 月，而
經濟日報及天下雜誌兩者的調查時間點均在 2012 年 7 月。三個調查都是以縣市
為對象的調查，樣本數分別是台灣競爭力論壇 16,864 份、經濟日報 22,415 份、
天下雜誌 14,374 份。從調查方法來看，台灣競爭力論壇採用純主觀指標調查，
經濟日報則是引用 OECD「美好生活指數」的調查指標，包含主觀及客觀指標。
天下雜誌的「城市競爭力」排名也是採主客觀並用的調查方式，比較特別的是，
天下雜誌並非以「幸福」為調查主軸，惟「城市競爭力」的調查面向與幸福有部
分雷同，因此也納入比較標的。
從指標面向來看，台灣競爭力論壇的指標面向共有 11 個項目，經濟日報的
指標面向也有 11 個，天下雜誌則是分為 5 個指標。除了幸福或競爭力的指標調
查項目之外，台灣競爭力論壇再進一步調查該地方政府的首長滿意度，天下雜誌
也調查了首長滿意度及選民支持度等兩個額外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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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發布單位的調查方法比較如下表：
表3-3

台灣競爭力論壇、經濟日報、天下雜誌調查方法比較
台灣競爭力論壇

經濟日報

天下雜誌

調查時間

2012 年 4 月 5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至 2012 年 7 月 12 日
5月2日
8 月 18 日
至 8 月 13 日

樣本數

16864
主觀調查

22415
14374
參考 OECD，包含主 調查城市競爭力
客觀調查
包含主客觀調查

11
經濟收入

11
收入

工作情況

就業

調查方法
面向數
經濟
社會聯繫

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

環境品質
指標
面向

環境品質

社會聯繫
居住
環境品質

5
經濟力
N/A
環境力

健康

健康狀況

健康

政府施政

政治權利
地方政府施政

公民參與和政府治
施政力
理

安全

治安狀況

個人安全

教育

N/A
未來發展樂觀度

教育

宗教信仰

工作與生活平衡

首長滿意度

無

其他
其他調查項目

生活現況

N/A

N/A
文教力
社福力
選民支持度
首長滿意度

備註

目前僅公開主觀調 五都與其他縣市
查各面向細部資料 分開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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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日報、天下雜誌及台灣競爭力論壇調查結果比較
經濟日報、天下雜誌及台灣競爭力論壇三者均以縣市為調查單位，在調查結
束後，也依照調查結果進行縣市排名，排名表如下：
表3-4

台灣競爭力論壇、經濟日報、天下雜誌調查排名結果

台灣競爭力論壇
縣市

生活幸福感
(主觀)

金門縣
新竹縣
連江縣

1
2
3

苗栗縣
澎湖縣

經濟日報
客觀
幸福力

主觀
幸福感

天下雜誌
總排名

縣市總競爭 人民幸福
力(主+客觀) 感(主觀)

4

1
6
3

3

4

2
9
4

4
5

3
12

8
2

5
2

6
2

7
5

台東縣
花蓮縣
新竹市
高雄市
宜蘭縣
彰化縣
台南市
桃園縣
屏東縣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7
1
19
9
5
11
6
20

4
5
7
17
12
15
14
9
13

7
4
1
17
13
10
12
6
15

10
7
1
3

14
6
15
12
1
11
3
8
16

台中市
基隆市
嘉義市
南投縣
台北市
雲林縣
嘉義縣
新北市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10
18
8
17
2
14
16
13

18
20
10
16
11
22
21
19

11
19
9
16
8
20
18
14

3
9
2
5
11
5
15
8
14
1
13
12
4

12
22
17
18
21
19
10
20

註 1：天下雜誌在縣市總競爭力中，將「五都與其它縣市」分開排名，以在此以框線標示。
註 2：由於金門縣與連江縣的客觀統計資料不足，因此在經濟日報及天下雜誌的調查中，客觀指
標排名均未納入金門縣與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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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三個調查的相關係數分析，可以發現在人民幸福感的主觀項目中，台灣
競爭力論壇的調查與其他兩者的主觀調查結果相當接近，均呈現中度或高度相
關。
表3-5

台灣競爭力論壇、經濟日報、天下雜誌調查排名相關係數分析

相關係數分析

TCF

經濟日報

天下雜誌

生 活 幸 福 客 觀 幸 主 觀 幸 總 排 縣市總競 人民幸福
感
福力
福感
名
爭力
感
TCF

生活幸福感

經 濟 客觀幸福力
日報 主觀幸福感

1
0.35

1

0.82

0.50

1

0.70

0.75

0.90

1

天 下 縣 市 總 競 爭 0.39
雜誌 力（主+客觀）

0.58

0.46

0.60

1

人民幸福感

0.26

0.55

0.40

0.44

總排名

第二節

0.69

1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結果及基本資料分析

台灣競爭力論壇在「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取得相當豐富的研究結果，以
下將詳細分析說明調查結果。
壹、「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調查設計與方法
以下分別說明調查方法、地區、對象、抽樣設計、樣本數與問卷計算方式。
一、調查方法
調查方式採用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設有監看、監聽系統，嚴格控管調查品質。撥號時，針對無人接聽及忙
線之電話樣本，均採用回撥三次的方式，以獲得具有代表性的樣本資料，降低樣
本偏差並提高統計估計值的可信度。
二、調查地區
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台灣省各縣市以及福建省
金門縣、連江縣。共 22 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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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
1. 戶籍設在調查區域內年滿 20 歲以上的成人。
2. 以接聽電話之合格受訪者為第一調查對象。
四、調查時間
2012 年 4 月 5 日~5 月 2 日，調查時間為週一至週六晚上 18：15-22：00。本
次調查以二十二縣市同步進行調查，以避免時間差所造成的影響。調查預計在一
個月內完成。
五、抽樣方法與設計
1. 抽樣母體
以每個縣市的鄉鎮市、區為副母體，蒐集每個縣市鄉鎮市、區年滿 20 歲以
上人口比例作為抽樣母體。
2. 調查樣本數
本次調查預計完成樣本 16,800 份。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及臺灣省各縣市均至少完成 800 份；金門縣完成 600 份、連江縣完成 200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整體抽樣誤差約為±0.8%。
3. 抽樣方法
各縣市皆採用「分層比例隨機抽樣法」
，以各縣市之鄉鎮市、區為分層單位，
並按各鄉鎮市、區 20 歲以上人口比例進行抽樣。
4. 樣本抽取
根據前述抽樣方法，以各縣市住宅電話號碼簿為抽樣底冊，為使未登錄的住
宅電話，也有相同的機率被抽中，每筆被抽出的電話號碼採末碼兩位隨機方式，
加大涵蓋率，確保所抽出的樣本更具代表性。
六、抽樣誤差：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介於±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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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拒訪率：18.3%
八、資料處理
為使樣本能充分反映母體結構，增加樣本的代表性與可靠性，
「2012 台灣幸
福大調查」係以「無母數卡方檢定方式」(NPAR Chi-square Test)，依據最新全台
各縣市母體資料，於電話訪問調查完成後，逐一針對各縣市樣本結構與母體表徵
數（年齡別、性別、鄉鎮市或區及教育程度）作適合度檢定，以驗證抽樣之有效
樣本與母體結構相符。
22 縣市分別依「鄉鎮市區」、「性別」、「年齡」檢定後，若與各縣市母體比
例有顯著差異，則採「多變項反覆加權」(Raking)方式逐一調整樣本權數，直到
全體樣本結構分配與母體結構無顯著差異為止，以符合母體；22 縣市樣本合併
後，再依各縣市佔全國母體比例加權處理，以符合全國母體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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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樣本數：22 縣市共完成 16,864 份有效樣本，各縣市樣本數如下表：

縣市

表3-6
樣本數

臺北市

806

嘉義縣

809

新北市

800

嘉義市

803

基隆市

801

臺南市

803

桃園縣

800

高雄市

801

新竹縣

802

屏東縣

805

新竹市

800

澎湖縣

803

苗栗縣

801

宜蘭縣

803

臺中市

808

花蓮縣

804

彰化縣

800

臺東縣

804

南投縣

807

金門縣

600

雲林縣

802

連江縣

202

總

16,864

計

各縣市樣本數
縣市

樣本數

十、問卷分數計算方式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問卷含基本資料共 20 題，基本資料方面詢問出生
年份、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無子女、家庭年收入、性別等六個部分。問卷主
要內容共 14 題，分別詢問總統滿意度及地方政府首長滿意度，再針對幸福指標
十一個面向及總體生活幸福感進行詢問。問卷的選項均分為五等分，包括非常滿
意（信仰／樂觀／幸福）
、滿意（信仰／樂觀／幸福）
、普通、不太滿意（信仰／
樂觀／幸福）、非常不滿意（信仰／樂觀／幸福）。
為求更能充分反映各個縣市分數的差距，每個選項級距為 25 分，非常滿意
（信仰／樂觀／幸福）為 100 分、滿意（信仰／樂觀／幸福）為 75 分、普通為
50 分、不太滿意（信仰／樂觀／幸福）為 25 分、非常不滿意（信仰／樂觀／幸
福）為 0 分。
此外，為了能夠精準反映民眾真實的感受，在問卷詢問時，先問民眾滿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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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樂觀／幸福）與否，不主動提供「普通」選項。
貳、指標面向分析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以我國五個直轄市及台灣省十五個縣市、福建省的
金門縣、連江縣為研究對象，針對家庭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環境品質、治安狀況、政治權利、地方政府施政等九個面向，詢問各
縣市民眾滿意程度，另外亦詢問各縣市受訪者的宗教信仰程度，以及對未來發展
的樂觀程度，共十一個面向。最後，再詢問民眾的總體生活幸福感，請民眾綜合
評估自己的幸福程度。
統計操作方法的差異，將有不同的分析結果。以下將分別以加權平均數及百
分比進行分析，加權平均數可看出全國民眾總體平均的感受，並轉換為分數；百
分比分析可充分了解滿意與不滿意民眾的分布。
一、各面向加權平均分數分析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的總樣本數為 16,864，總體幸福感的樣本數為 16,557。
在各題回答的樣本方面，由高至低分別為宗教信仰（16,628）
、健康狀況（16,620）、
環境品質（16,618）
、家庭關係（16,592）
、治安狀況（16,548）
、工作情況（16,510）、
經濟收入（16,429）、人際關係（16,391）、未來發展樂觀度（16,207）、政治權利
（15,745）、地方政府（15,003）。「政治權利」與「地方政府施政」的滿意度回答
的樣本數低於 16,000，顯示民眾對於政治相關的議題，仍屬較不願意表達意見的
範圍，導致此二面向的回覆樣本較少。
在經過與全國的母體檢定後，依照檢定結果進行，根據加權平均計算後，總
體的生活幸福感是 67.4 分。而其他面向的分數由高至低分別是家庭關係（83.49）、
人際關係（75.32）、健康狀況（68.63）、政治權利（67.28）、環境品質（64.64）、
治安狀況（64.33、地方政府（58.46）
、工作情況（56.89）
、未來發展樂觀度（51.72）、
宗教信仰（46.93）以及經濟收入（46.86）。

71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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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個面向的標準差方面，撇開宗教信仰的差異，其他面向差異最大的是「經
濟收入」面向，標準差為 33.51，表示受訪民眾對經濟收入的滿意程度相當分歧；
其次為「未來發展樂觀度」
，標準差為 32.57。而第三個為「工作情況」面向，標
準差為 32.27。這三個面向中，有兩個與所得、經濟有關，也顯示了我國長期貧
富不均的問題，導致受訪民眾對經濟相關的面向滿意度相差甚鉅。而我們也可推
論，「未來發展樂觀度」與經濟收入、工作情形有相當程度的關係，這也顯示，
政府應從最基本的經濟層面著手，讓民眾有最基本的維生權利，才有幸福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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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幸福指數面向基本分析

排名

各面向

樣本數

分數

標準差

1

家庭關係

16592

83.49

21.67

2

人際關係

16391

75.32

22.16

3

健康狀況

16620

68.63

27.56

4

政治權利

15745

67.28

29.10

5

環境品質

16618

64.64

29.32

6

治安狀況

16548

64.33

28.10

7

地方政府

15003

58.46

30.16

8

工作情況

16510

56.89

32.27

9

未來發展樂觀度

16207

51.72

32.57

10

宗教信仰

16628

46.93

38.91

11

經濟收入

16429

46.86

33.51

16557

67.40

27.55

生活幸福感

二、各面向百分比分析
若以百分比來分析各個面向的滿意程度，若將「非常滿意」與「滿意」的選
項加總，則生活幸福感的滿意比例為 76.12%，換言之，約有四分之三的台灣人
自認自己是偏向幸福的。在其他面向而言，滿意比例的排序與平均分數的差異不
大，由高至低分別為家庭關係（90.66%）
、人際關係（86.09%）
、健康狀況（77.5%）、
政治權利（72.79%）
、治安狀況（73.36%）
、環境品質（72.36%）
、工作情況（61.36%）、
地方政府（58.97%）、宗教信仰（54.43%）、未來發展樂觀度（52.21%）、經濟收
入（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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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非常滿意

各面向滿意比例分布

滿意

普通

不太滿意

非常不滿意

（信仰／樂觀／幸福）
家庭關係

49.44%

41.22%

0.94%

5.24%

1.54%

人際關係

24.48%

61.61%

1.08%

7.86%

2.15%

健康狀況

20.89%

56.61%

0.80%

15.56%

4.69%

政治權利

18.91%

53.88%

0.58%

12.82%

7.18%

環境品質

17.17%

55.19%

1.19%

18.17%

6.82%

治安狀況

13.13%

60.23%

1.09%

17.10%

6.58%

工作情況

12.79%

48.57%

1.20%

23.52%

11.82%

宗教信仰

12.03%

42.40%

1.20%

7.36%

35.61%

未來發展

10.16%

42.05%

0.67%

30.66%

12.55%

地方政府

8.66%

50.31%

1.05%

20.36%

8.59%

經濟收入

7.54%

40.21%

1.50%

28.82%

19.35%

生活
幸福感

18.17%

57.95%

1.15%

15.83%

5.07%

樂觀度

若從光譜上偏向不滿意的比例分析，我國約有 20.9%的民眾感到不幸福。在
其他面向方面，撇開宗教信仰純粹為個人信仰的選擇之外，
「非常不滿意」與「不
太滿意」加總後，不滿意比例最高的是經濟收入（48.17%）、未來發展樂觀度
（43.21%）
、工作情況（35.34%）
、地方政府（28.95%）
、環境品質（24.99）
、治安
狀況（23.68%）、健康狀況（20.25%）、政治權利（20%）、人際關係（10.01%），
以及家庭關係（6.78%）。
由下圖可以發現，經濟收入不滿意的比例超越滿意的比例，顯示我國民眾對
於薪資所得的焦慮。而經濟收入連帶影響了國人對未來發展的期待，對未來發展
感到不樂觀的民眾達 43.21%，表示有接近一半的民眾對於未來發展感到憂心。
如何提高人民所得，促進公平正義，使民眾對未來產生希望，是執政者首要的課
題。

74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圖 3-2

各面向滿意／不滿意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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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本資料分析
在問卷中，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也一併詢問受訪者基本資料，項目包括
性別、家庭年收入、年齡、學歷等，各基本資料樣本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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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類別
性別

年齡

各類基本資料樣本數及比例

項目

婚姻狀況

家庭年收入

比例

總計（%）

男

8358

49.56298

女

8506

50.43702

20-24 歲

1449

8.591269

25-29 歲

1607

9.526942

30-34 歲

1875

11.11932

35-39 歲

1722

10.21123

40-44 歲

1731

10.2631

45-49 歲

1756

10.4113

50-54 歲

1690

10.02283

55-59 歲

1498

8.884383

60 歲以上

3490

20.69274

46.69133

0.27687

小學以下

2090

12.39223

國/初中

1715

10.16801

高中職

5136

30.45386

專科

2482

14.71566

大學以上

5388

31.94773

拒答

54

0.322511

已婚

11347

67.28723

未婚

4369

25.90581

單親(離婚/喪偶)

1099

6.515004

分居

6

0.035131

拒答

43

0.256818

未滿 30 萬元

2460

14.58583

30-40 萬元(不含)

1871

11.09174

40-60 萬元(不含)

2449

14.52218

60-80 萬元((不含)

1987

11.77999

80-100 萬元(不含)

1517

8.996518

100-150 萬元(不含)

2042

12.1068

150 萬以上

1340

7.943678

不一定/不知道

2623

15.55455

577

3.418719

拒答

學歷

樣本數

拒答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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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婚姻狀況的分配比例相當不均，較難判讀其調查結果是否具代表性，因
此以下僅分析（一）、年齡、家庭年收入及學歷的基本資料調查結果。
一、性別
調查結果顯示，不同性別在特定的面向中，其滿足程度會有不同。就總體的
生活幸福感而言，男性感受的幸福分數為 63.98，女性則為 70.77，差距達 6.79%，
顯示性別差異對幸福感受有很大的不同。
在經過檢定之後，不同性別的看法有顯著差異的包括「家庭關係」
、
「經濟收
入」
、
「工作情況」
、
「人際關係」
、
「健康狀況」
、
「政治權利」
、
「未來發展樂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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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性別與各面向平均值比較
男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環境品質
治安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地方政府
未來發展樂觀度
生活幸福感

女

顯著性

平均數
83.12
46.04
55.07
74.19

標準差
21.92
33.82
32.88
22.64

平均數
83.84
47.68
58.70
76.43

標準差
21.41
33.19
31.55
21.61

0.032
0.002
0.000
0.000

70.22
64.82
64.03
46.67
66.14
58.17
49.88
63.98

26.79
29.28
28.59
38.90
30.73
30.73
33.45
29.11

67.08
64.46
64.62
47.19
68.44
58.75
53.56
70.77

28.22
29.36
27.60
38.92
27.27
29.57
31.56
25.48

0.000
0.427
0.176
0.391
0.000
0.237
0.000
0.000

女性在多數面向普遍滿意程度較高，在有達到顯著差異的面向中，女性分數
高於男性的面向包括家庭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人際關係、政治權利、未
來發展樂觀度及生活幸福感。這樣的結果，或許可以證明女性對於外在的環境較
容易順服與接受，因此在同樣的環境中，女性的滿足程度較高。
而在有達到顯著差異的面向中，僅有「健康狀況」面向顯示男性的滿意分數
高於女性，這個結果也反映了一般人對「女性較少運動」或是「男性身體狀況較
佳」的觀感，女性普遍對自己身體狀況的滿意程度較低。
二、家庭年收入
依照家庭年收入分析，總體生活幸福感以及其他 11 個面向檢定的顯著性均
為 0，表示不同收入的群體對各面向的看法具顯著差異。整體而言，收入最高的
群體（150 萬元以上）的生活幸福感分數為 75.13 分，並依照收入水準向下遞減，
在收入最低的群體中（未滿 30 萬元），生活幸福感分數僅為 58.64 分。
在不同收入群體回答的問卷中，收入最低的群體填答的滿意分數多是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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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活幸福感的分數最低之外，另外有十個面向也是如此，包括家庭關係
（73.78）
、經濟收入（29.95）
、工作情況（42.48）
、人際關係（69.07）
、健康狀況
（61.45）
、環境品質（63.07）
、治安狀況（60.13）
、政治權利（60.12）
、地方政府
施政（56.28）
、以及未來發展樂觀度（42.44）等。在經濟收入、工作情況方面，
兩端的群體滿意程度差異最大，以經濟收入而言，收入最高及收入最低的群體在
經濟收入滿意度的差距達 39.4 分；而在工作情況面向的差距也有 27.69 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健康狀況方面，則呈現收入最低的兩個族群，其分數相當
接近，而年收入超過 40 萬後，則對其健康狀況的滿意情形與年收入最高的群體
相差不大。此狀況顯示，當收入到達一定的門檻時，已有足夠的能力負擔醫藥費
用或從事其他可維持健康的活動，此時經濟因素已與健康無關。
另一方面，家庭年收入也與宗教信仰有相當明顯的關係，結果顯示，收入越
低的群體，其信仰的程度越高。（見表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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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未滿 30 萬元

30-40 萬元
(不含)

家庭年收入與各面向平均值比較

40-60 萬元
(不含)

60-80 萬元
(不含)

80-100 萬元
(不含)

100-150 萬元
(不含)

150 萬以上

顯 著
性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平 均 標 準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數
差
家庭關係

73.78

28.63

81.47

22.69

83.81

20.39

85.87

18.05

86.83

16.13

87.89

17.01

89.86

16.61

0.000

經濟收入

29.95

31.24

36.32

31.81

38.27

32.59

47.52

31.86

53.10

31.20

58.79

30.71

69.35

26.67

0.000

工作情況

42.48

34.38

50.73

33.26

51.20

32.16

57.28

30.74

62.82

28.78

67.03

27.39

70.17

27.83

0.000

人際關係

69.07

27.37

71.64

24.34

74.73

21.32

78.01

19.17

77.28

18.81

77.91

19.23

80.15

18.77

0.000

健康狀況

61.45

31.90

63.73

30.54

70.15

26.05

70.77

25.75

71.79

23.60

72.46

23.07

71.44

25.94

0.000

環境品質

63.07

30.30

63.68

29.49

63.40

29.74

62.61

30.10

64.53

28.15

65.98

28.13

64.54

30.63

0.000

治安狀況

60.13

30.49

62.10

29.44

63.94

27.84

62.42

28.28

66.36

26.02

67.21

25.21

68.55

27.31

0.000

宗教信仰

52.62

38.33

51.56

37.92

45.29

38.92

45.44

38.61

46.88

38.62

43.60

38.92

44.82

39.12

0.000

政治權利

60.12

32.83

64.36

30.18

67.12

28.19

69.60

27.35

71.56

25.37

71.63

26.41

71.16

29.08

0.000

地方政府

56.28

32.69

58.98

30.70

58.35

30.12

58.33

29.37

59.46

28.90

56.46

29.52

58.63

30.25

0.000

未來發展樂觀
42.44
度

33.89

45.87

32.84

46.48

32.72

48.90

31.09

55.39

30.24

58.77

30.55

62.44

30.24

0.000

生活幸福感

32.67

62.92

29.50

63.30

29.39

67.02

26.11

70.13

24.03

72.33

22.33

75.13

23.18

0.000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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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幸福指數各個面向的滿意度跟收入之間幾乎為線性關係。這樣的
結果也充分凸顯了收入對生活各層面感受的影響，而且收入越高的族群，對生活
的感受也較為滿意。
此調查結果也驗證了政府重分配政策的重要性，對於中低收入的族群，國家需
提供更多的資源，予以生活上的保障，提升整體的生活品質，才能使全民共同享
有幸福感受。
三、年齡
統計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層在不同面向的滿意程度均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年
紀對各面向的感受有明顯不同。在整體的生活幸福感方面，20-24 歲的年輕族群
的生活幸福感分數最高（73.3）
，而 45-49 歲族群的生活幸福感分數最低（64.78）。
這個調查結果說明了「中年危機」的現象，在 45 歲至 49 歲這個範圍中，除
了上述的生活幸福感分數最低之外，還有六個面向的平均分數是所有群體中最低
分，包括經濟收入（43.2）
、工作情況（53.73）
、環境品質（59.92）
、治安狀況（61.9）、
地方政府施政（56.33）及未來發展樂觀度（47.06）。
從這些最低分的面向來看，中年族群多是家庭的主要經濟支柱，同時也背負
著最多的壓力，除了擔心所得無法照顧家庭之外，對於生活的環境、居住的安全
等，也都較其他族群有更多關注，也因為其本身的責任，也使得中年族群對地方
政府施政有更多的期許，是這些面向滿意分數較低的原因。未來發展樂觀度而言，
或許可以看出我國在步入高齡化社會的階段，中年人一肩扛起老年人的養護責任，
另一方面則對自己未來老年生活感到憂心，因此影響中年群體對未來發展的樂觀
程度。
其他面向最低分的均是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包括家庭關係（78.77）
、人際關
係（72.53）、健康狀況（63.25）及政治權利（62.26）。受到現在社會結構均以小
家庭的模式為主，老年人普遍與家庭與社會網絡產生疏離感，因此在家庭關係及
人際關係面向，其滿意度都較其他年齡層低。而老年人因各種生理機能衰退，也
使其對健康狀況的滿意度低。最後，由於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力降低，同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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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無法跟上銀髮族的需求，這樣的結果也反映在政治權利的分數，與其他年齡
層相比，老年人的政治權利滿意分數最低。
在宗教信仰面向中，則可看出各年齡層相當明顯的差異，信仰程度最深的是
60 歲以上的受訪者，分數為 60.42；最不信仰的則是 20-24 歲的受訪者，分數僅
有 28.7。兩者相差 31.72 分，其落差幅度明顯大於其他面向的差距，這也表示在
當代社會中，年輕族群受到各種文化價值的洗禮，也因生活圈較廣，心靈上有其
他可替代的寄託，未必要以信仰為主，使得年輕世代的信仰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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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20-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年齡與各面向平均值比較
40-44 歲

45-49 歲

50-54 歲

55-59 歲

60 歲以上

顯 著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 準 性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家庭關係

85.56 19.11 84.68 20.25 84.97 18.23 85.08 19.03 85.19 18.88 85.15 20.85 84.16 21.86 82.63 22.51 78.77 26.30

0.000

經濟收入

59.98 31.82 50.15 32.27 44.30 32.54 45.17 33.41 45.13 33.45 43.20 33.45 43.32 33.49 45.66 33.62 47.33 33.91

0.000

工作情況

62.12 29.75 59.68 30.02 56.91 30.83 56.81 31.53 57.65 31.26 53.73 32.50 55.37 33.29 56.04 34.28 55.87 34.09

0.000

人際關係

80.68 17.00 78.16 19.29 76.32 20.89 76.89 19.41 76.66 20.66 73.25 22.55 72.62 24.41 73.89 23.59 72.53 25.34

0.000

健康狀況

74.47 24.25 73.65 24.41 71.35 24.54 71.19 25.77 68.25 25.84 67.48 27.62 67.03 28.72 66.88 27.83 63.25 31.45

0.000

環境品質

68.86 28.60 66.72 29.46 62.03 30.28 65.85 27.61 62.71 29.20 59.92 30.85 62.36 30.48 65.00 28.28 67.35 28.19

0.000

治安狀況

67.73 27.52 67.67 26.61 62.63 28.74 63.68 27.51 63.18 27.86 61.90 28.22 63.72 28.52 63.98 28.29 64.93 28.43

0.000

宗教信仰

28.70 37.03 29.65 36.83 37.48 38.01 43.16 39.03 45.71 38.57 51.05 38.28 54.13 37.54 57.04 35.79 60.42 35.75

0.000

政治權利

73.44 24.72 70.15 26.68 70.62 25.49 70.52 24.92 69.85 28.02 66.03 29.93 63.38 31.98 62.90 31.06 62.26 32.49

0.000

地方政府

64.09 25.34 57.11 29.99 58.54 28.64 57.49 30.04 58.16 29.51 56.33 31.01 57.07 31.63 56.81 31.22 59.97 31.61

0.000

未來發展樂觀度

60.68 29.64 56.62 31.03 51.93 31.50 49.90 32.19 50.65 32.07 47.06 32.79 47.49 33.19 50.22 33.01 52.13 33.97

0.000

生活幸福感

73.30 23.38 69.77 25.32 66.05 26.82 65.13 28.19 67.49 26.93 64.78 28.64 65.96 28.92 67.87 27.36 67.43 28.9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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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歷
調查結果顯示，不同學歷對各個面向的滿意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在整體的生
活幸福感面向中，分數最高的為大學以上的群體，平均分數為 70.29 分，而分數
最低的則為小學以下的群體，平均分數 65.02 分。
在家庭關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人際關係、健康狀況、政治權利這六個
面向，均可發現學歷越高的群體，對這些面向的滿足程度越高，平均分數分別為
家庭關係（86.88）
、經濟收入（56.26）
、工作情況（62.19）
、人際關係（78.88）
、
健康狀況（72.63）、政治權利（72.09）。另一方面，學歷越高的群體，對宗教的
信仰程度也相對較低。有趣的是，學歷較低的群體對政治權利的滿足程度雖然很
低，但是對地方政府施政的滿意程度，卻較其他學歷群體的分數來得高。
表3-13

學歷與各面向平均值比較

小學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以上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準 平均 標 準 平均 標準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值
差

顯著性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74.19
39.36
50.49
70.44
59.36

28.91
32.82
35.20
26.70
32.95

80.87
37.79
49.56
71.86
65.67

23.54
32.22
32.97
24.25
29.54

83.07
42.16
54.90
73.89
67.96

21.67
33.93
33.10
23.80
28.56

86.20
47.98
59.40
76.37
70.66

18.96
32.53
30.84
20.19
25.06

86.88
56.26
62.19
78.88
72.63

17.61
31.84
29.67
18.06
23.6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環境品質
治安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地方政府
未來發展樂
觀度
生活幸福感

68.94
64.68
61.52
60.38
62.11

27.58
29.46
34.66
33.38
32.25

65.95
62.57
57.14
60.52
57.66

28.66
29.34
36.36
31.14
31.59

62.72
61.10
45.82
65.70
59.15

30.59
29.73
38.83
29.64
30.46

61.40
64.83
47.53
68.70
55.90

30.09
25.92
38.81
27.22
30.15

65.97
67.57
39.02
72.09
58.11

28.25
26.11
39.04
26.42
28.7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51.18 33.94 46.10 33.69 48.01 33.42 50.95

32.40 57.46 30.04

0.000

65.02 31.21 66.68 29.21 65.76 28.34 66.81

27.30 70.29 24.55

0.000

整體而言，多數面向與學歷呈現線性關係，學歷越高的群體，對於生活多數
層面的感受較為滿意，對宗教的依賴也比較低。但是在環境品質的面向中，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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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群體對環境品質的滿意度最高，主要原因是該群體所在之處多是較為傳統
而純樸的環境，此外學歷較低的群體對環境品質的需求可能較低，使得在此面向
的結果較為不同。

第三節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交叉分析

以下將以迴歸分析及相關係數分析，來檢視指標各面向的互動情形，最後並
以因素分析方式，試圖收斂各指標項目，以歸納至更上層的類別。
壹、迴歸分析
經過迴歸分析，大部分的面向都通過顯著性檢定，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面向
都對生活幸福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所有面向中，僅有治安狀況的檢定值為
0.268，未通過顯著性檢定。治安狀況未通過顯著性檢定的原因可能有兩種，一
是治安狀況的好壞並不會影響民眾對幸福的感受；第二個原因則可能是治安狀況
與其他項目有共線性的問題，才會在此模型中未能通過檢定。（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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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Model

各面向對生活幸福感之迴歸分析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顯著性

4.485

.000

.318

38.964

.000

.009
.007
.009
.007
.007
.007
.007
.007

.165
.134
.072
.102
.081
.060
.042
.030

23.144
15.851
9.836
12.026
11.030
7.951
5.841
4.1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5
.007

.014
.008

2.178
1.108

.029
.268

B

Std. Error

4.371

.974

.267

.007

環境品質
政治權利
健康狀況

.218
.109
.092
.087
.074
.055
.040
.030

宗教信仰
治安狀況

.010
.008

(Constant)
未來發展樂觀
度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人際關係
工作情況
地方政府

a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Beta

Dependent Variable: 生活幸福感

為確認治安狀況無法通過顯著性檢定的原因，本研究先將治安狀況與其他面
向進行相關係數分析，以確定是否與其他面向有共線的可能。
表3-15
面向

各面向與治安狀況之相關性分析
相關係數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環境品質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133(**)
.233(**)
.234(**)
.181(**)
.183(**)
.417(**)
.032(**)
.252(**)

地方政府

.322(**)

未來發展樂觀度
生活幸福感

.259(**)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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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相關性分析的結果，「環境品質」面向與「治安狀況」的相關性最高，
相關係數（r 平方）達 0.417，為中度相關。為了確認「治安狀況」是否是因共線
問題才無法通過檢定，因此將「環境品質」抽換掉後，再將其他面向重新進行一
次迴歸分析。
表3-16

各面向對生活幸福感之迴歸分析（刪除「環境品質」面向）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經濟收入
人際關係

B
5.291
0.270
0.218
0.111
0.095

Std. Error
0.968
0.007
0.009
0.007
0.009

工作情況
地方政府
政治權利
健康狀況
治安狀況
宗教信仰

0.087
0.083
0.038
0.037
0.027
0.010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5

(Constant)
未來發展樂觀度
家庭關係

a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eta
0.321
0.166
0.136
0.075

5.469
39.470
23.258
16.134
10.17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102
0.091
0.040
0.036
0.028
0.014

12.051
12.512
5.643
5.097
3.868
2.12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34

Dependent Variable: 生活幸福感

根據分析結果，可以發現拿掉「環境品質」面向後，治安狀況的面向即通過
檢定，也就是說，我國的民眾對於環境品質及治安狀況兩個面向的態度是接近的，
也因此共同影響了幸福的感受。而影響幸福感較高的面向，則為「未來發展樂觀
度」、「家庭關係」、「經濟收入」、「人際關係」，以及「工作情況」。
貳、相關係數分析
從各面向的相關係數分析來看，可知道不同面向之間的關聯程度，相關係數
0.6 以上的面向即是高度相關，相關係數座落在 0.3 至 0.6 之間則係中度相關，若
相關係數在 0.3 以下為低度相關。下表顯示，與生活幸福感達中度相關的面向，
由高至低分別是未來發展樂觀度（0.545）
、家庭經濟收入（0.457）
、工作狀況（0.45）、
家庭關係（0.362）、人際關係（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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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面向方面，經濟收入與工作情況兩者的相關係數達 0.57，在所有面向
的相關程度最高，顯示所得水準與工作情況的滿意程度有相當大的關係。除此之
外，經濟收入、工作情況與未來發展樂觀度也有相當程度的相關性，經濟收入與
未來發展樂觀度的相關係數為 0.497，工作情況與未來發展樂觀度的相關係數為
0.486，這結果也顯示在跟其他面向相較之下，經濟、工作狀況較為穩定的人民，
對未來也有較為正向的期待，又未來發展樂觀度與幸福感的相關係數相當高，也
證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對幸福感受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其次，民眾對環境品質及治安狀況滿意程度的相關係數為 0.417，顯示民眾
認為環境品質與治安的良窳是息息相關的。在人際關係方面，家庭關係、工作情
況及健康狀況與人際關係都屬於中度相關，相關係數分別是 0.316、0.33、0.301，
這也與我們一般的認知不謀而合，對家庭關係較為滿意的人，其在人際關係上面
可能也會獲得比較大的滿足，而人際關係與職場上的互動也有密切關聯，最後，
對自己人際關係感到滿意的民眾，可能身心狀態也較為健全，連帶影響到了對健
康狀況的滿意程度。
在地方政府施政滿意度方面，與此面向較為相關的有環境品質（0.315）、治安
狀況（0.322）
、政治權利（0.308）
。這三個面向也是政府施政最直接影響的面向，
易言之，對環境品質、治安狀況、政治權利感到滿意的民眾，也會傾向對政府感
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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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各面向相關係數分析

家 庭 關 經 濟 收 工 作 情 人 際 關 健 康 狀 環 境 品 治 安 狀 宗 教 信 政 治 權 地 方 政 未來發展 生 活 幸
係
入
況
係
況
質
況
仰
利
府
樂觀度
福感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環境品質
治安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地方政府
未來發展
樂觀度
生活幸福
感

1
.273(**)

.273(**) .249(**) .316(**)
1 .570(**) .254(**)

.249(**) .570(**)
1
.316(**) .254(**) .330(**)
.266(**) .228(**) .247(**)
.140(**) .225(**) .219(**)
.133(**) .233(**) .234(**)
-.029(**) -.047(**) -.016(*)
.136(**) .240(**) .259(**)

.266(**) .140(**) .133(**) -.029(**) .136(**) .146(**)
.228(**) .225(**) .233(**) -.047(**) .240(**) .221(**)

.330(**) .247(**) .219(**)
1 .301(**) .189(**)
.301(**)
1 .223(**)
.189(**) .223(**)
1
.181(**) .183(**) .417(**)
0.004 -.050(**)
-0.004
.211(**) .145(**) .180(**)

.234(**) -.016(*) .259(**) .230(**)
.181(**)
0.004 .211(**) .125(**)
.183(**) -.050(**) .145(**) .147(**)
.417(**)
-0.004 .180(**) .315(**)
1 .032(**) .252(**) .322(**)
.032(**)
1
0.006 .036(**)
.252(**)
0.006
1 .308(**)

.146(**)
.205(**)

.221(**) .230(**) .125(**)
.497(**) .486(**) .270(**)

.147(**) .315(**) .322(**)
.247(**) .259(**) .259(**)

.036(**) .308(**)
1
-0.01 .290(**) .288(**)

.362(**)

.457(**) .450(**) .319(**)

.270(**) .276(**) .248(**)

0.003 .265(**) .291(**)

.205(**) .362(**)
.497(**) .457(**)
.486(**)
.270(**)
.247(**)
.259(**)
.259(**)
-0.01
.290(**)

.450(**)
.319(**)
.270(**)
.276(**)
.248(**)
0.003
.265(**)

.288(**) .291(**)
1 .545(**)
.5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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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因素分析
為了解「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的問卷效度，接下來將透過因素分析檢視
各個面向，以考慮是否進行問項的整合，或適度刪除效度較低的面向。本研究採
「主成分因素分析」進行，KMO 統計量達 0.85，表示具有良好的因素分析適合
性，可以進行因素分析。
表3-17

KMO檢定

KMO and Bartlett's Test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0.855664564

Approx. Chi-Square 34124.87151
df

66

Sig.

0

主成分分析結果如下表：
表3-18

主成分分析法

Communalities
Initial(初始)

Extraction(萃取)

家庭關係
經濟收入

1
1

0.498956984

工作情況
人際關係
健康狀況
環境品質
治安狀況
宗教信仰
政治權利
地方政府

1
1
1
1
1
1
1
1

0.644887541
0.632767694
0.529729558
0.527343166
0.566292762
0.585064498
0.080888465
0.302049144
0.503193191

未來發展樂觀度

1

0.634015648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註：
「生活幸福感」為總體的感受，非細部面向，因此不納入因素分析範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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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的萃取值可看出每個指標的共同性，共同性分數越高，表示該變量與
其他變量可測量的共同特質越多，也越有影響力。本表以「經濟收入」0.64 為最
佳，其次為「工作情況」0.63。這也顯示個人的經濟能力良窳，將可能影響受訪
者對其他面向的滿意程度。
在轉軸後的因素分析，主要可分為三個重要因素，各面向與三個因素表如
下：
表3-19

因素分析結果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Component
1
經濟收入
工作情況

0.7841187
0.76918511

未來發展樂觀度
治安狀況
環境品質
地方政府
政治權利
健康狀況
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
宗教信仰

0.75974414
0.12647598
0.27502412
0.37059745

2

3
0.154221
0.185531

0.20512001
0.745444193
0.714994446
0.653643417
0.403907531
0.204563982

0.21949392
0.21134594
0.19931292

0.121368
0.115677
0.219709

0.69125
0.688489
0.673675
-0.19984

註：
「生活幸福感」為總體的感受，非細部面向，因此不納入因素分析範圍中。

上表說明了因素對各面向的解釋程度，由上表來看，因素一主要解釋了經濟
收入、工作情況、未來發展樂觀度等三個面向。因素二解釋了治安狀況、環境品
質、地方政府及政治權利等四個面向，因素三則解釋了健康狀況、人際關係及家
庭關係等三個面向。但是，可以發現宗教信仰無法被歸類在任何一個因素中，這
也顯示該面向與歸納出來的三個因素都不相關，因此，宗教信仰該題須思考應刪
除或重新調整詢問方式，以提高該題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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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壹、2012 年代表性的縣市幸福指數調查
2012 年較具代表性的縣市幸福指數調查，發布機構分別為台灣競爭力論壇、
經濟日報，以及天下雜誌。從調查方法來看，台灣競爭力論壇採用純主觀指標調
查，經濟日報則是引用 OECD「美好生活指數」的調查指標，包含主觀及客觀指
標。天下雜誌的「城市競爭力」排名也是採主客觀並用的調查方式，比較特別的
是，天下雜誌並非以「幸福」為調查主軸，惟「城市競爭力」的調查面向與幸福
有部分雷同，因此也納入比較標的。
檢視三個調查的相關係數分析，可以發現在人民幸福感的主觀項目中，台灣
競爭力論壇的調查與其他兩者的主觀調查結果相當接近，均呈現中度或高度相
關。
貳、「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結果分析
在經過全國的母體加權後，依照檢定結果進行，根據加權平均計算後，總體
的生活幸福感是 67.4 分。而其他面向的分數由高至低分別是家庭關係（83.49）、
人際關係（75.32）、健康狀況（68.63）、政治權利（67.28）、環境品質（64.64）、
治安狀況（64.33、地方政府（58.46）
、工作情況（56.89）
、未來發展樂觀度（51.72）、
宗教信仰（46.93）以及經濟收入（46.86）。
各個面向的標準差檢定，撇開宗教信仰的差異，其他面向差異最大的是「經
濟收入」面向，表示受訪民眾對經濟收入的滿意程度相當分歧；其次為「未來發
展樂觀度」，而第三個為「工作情況」面向。這三個面向中，有兩個與所得、經
濟有關，也顯示了我國長期貧富不均的問題，導致受訪民眾對經濟相關的面向滿
意度相差甚鉅。而我們也可推論，「未來發展樂觀度」與經濟收入、工作情形有
相當程度的關係。
分析性別、家庭年收入、年齡、學歷與幸福的關係，男性感受的幸福分數為
63.98，女性則為 70.77，差距達 6.79%，顯示性別差異對幸福感受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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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最高的群體（150 萬元以上）的生活幸福感分數為 75.13 分，並依照收
入水準向下遞減，在收入最低的群體中（未滿 30 萬元），生活幸福感分數僅為
58.64 分。收入最低的群體填答的滿意分數多是最低的，除了生活幸福感的分數
最低之外，另外有十個面向也是如此。
不同年齡層在不同面向的滿意程度均有顯著差異，這表示年紀對各面向的感
受有明顯不同。在整體的生活幸福感方面，20-24 歲的年輕族群的生活幸福感分
數最高（73.3），而 45-49 歲族群的生活幸福感分數最低（64.78）。
不同學歷對各個面向的滿意程度具有顯著差異。在整體的生活幸福感面向中，
分數最高的為大學以上的群體，平均分數為 70.29 分，而分數最低的則為小學以
下的群體，平均分數 65.02 分。多數面向與學歷呈現線性關係，學歷越高的群體，
對於生活多數層面的感受較為滿意，對宗教的依賴也比較低。
整體而言，幸福指數各個面向的滿意度跟收入之間幾乎為線性關係。這樣的
結果也充分凸顯了收入對生活各層面感受的影響，而且收入越高的族群，對生活
的感受也較為滿意。
以迴歸分析及相關係數分析，來檢視指標各面向的互動情形。迴歸分析來看，
影響幸福感較高的面向，則為「未來發展樂觀度」
、
「家庭關係」
、
「經濟收入」
、
「人
際關係」
，以及「工作情況」
。各面向的相關係數分析，經濟、工作狀況較為穩定
的人民，對未來也有較為正向的期待，又未來發展樂觀度與幸福感的相關係數相
當高，也證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對幸福感受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在進行因素分析後，主要可分為三個因素，因素一包含經濟收入、工作情況
及未來發展樂觀度。因素二包含治安狀況、環境品質、地方政府、政治權利等四
種面向。因素三含健康狀況、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宗教信仰則無法歸類。本研
究也將依此因素分析結果，建構幸福指數的指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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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指標系統建構
從文獻資料與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幸福指數的實證調查中，我們發現幾個面向
與指標是必要的，例如健康、教育、收入。不論是國際或是國內的社會指標、經
濟指標或是國家競爭力指標，對於人類的基本需求、經濟表現和知識經濟等測量
方式都有詳細的描述與定義，幸福也需要明確的定義與調查目的，才能將幸福概
念具體化。

第一節 幸福的定義與範圍
幸福（happiness）或是福祉（well-being），不論是東方學說或是西方學說，
都包含物質層面的滿足與心靈層次的善、平靜或是滿意。換言之，個人的身體
物質慾望獲得滿足後，心靈需求的填補成為焦點，當這個需求成為潮流受到大
眾、國家的重視時，明確的定義與範圍蔚為重要。由於幸福和福祉的概念相似，
只是福祉僅指涉主觀的認知，幸福卻是涵蓋物質和心靈層面，所以本文將採用
幸福一詞作為指標建構的核心。
壹、 幸福的定義
本研究欲使用 Andrews & Withey（1976）的幸福感定義：「人類對生活的滿
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引自陸洛，1997：117），
因為該定義同時具有人們對生活滿意度的長期認知和短期的情緒變化總和，而且，
生活滿意度又帶有 Brȕdle（2007:2）的美好生活含意，「美好生活是決定在什麼
東西能夠在最終帶給我們好的感受，而非手段，所以一個人要對其生活抱持許多
正向積極的價值」，具有個人的價值判斷和積極正面的生活目標。
由上段學者對幸福定義的歸納，本研究認為，幸福感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
追求與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
貳、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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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人們的幸福感來源相當多樣，我們將以個人的生活開始探索，建立主觀
與客觀指標。在主觀指標方面，將根據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的「2012 幸福大調
查」採用的面向為基礎，檢視與這些指標相對應的客觀指標。同時參考社會指標
系統的「人生週期模型」、心理學實證研究發現的社群關係，以及國際社會已經
採用的面向與指標，如基本需求、社群關係和個人感受與價值，建立台灣本土的
特色指標，以利兼顧國際評比和反應實際民情。
參、 幸福指數指標架構
圖 4-1 幸福指數指標架構

第二節 幸福指數面向探討
歷經文獻探討和實證調查，我們認為幸福指數建構應細分為面向與指標。面
向代表某個領域或是概念，如健康、就業或是自由；指標則代表該面向的內涵與
定義，或是有數據資料可供計算或是測量，例如健康可用平均餘命計算，或是用
慢性疾病佔總人口比例、老年人口數等數據表示，就業則可用長期失業率、青年
就業率、婦女就業率等來表示。指標之下亦可再增加其他更為明確細緻的次級指
標，以確切表達各個面向。以下將討論幸福指數應該包含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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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面向和指標歸納
第二章的國際指標歸納得出，基本需求、社群關係、個人感受與價值是多數
幸福相關調查會涉及的領域，這些領域將依序討論。
一、基本需求
基本需求指的是人類為了生存不可或缺的、必須滿足的條件，其包含健康、
經濟來源和教育，也就是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的三個面向（預期壽命、教育和
所得）
，是保障「人類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於恐懼和匱乏的自由的理想」
（聯
合國，1966）的基本條件。如 A4 指出，「…（台灣競爭力論壇）現有的指標涵蓋
得還算蠻完整的，如果要整個來講的話，也許聯合國最基本的『免於…的自由』
中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失業等…」，所以基本需求領域是必要條件，先被滿足才
能追求較高層次的理想。
（一）健康
健康面向可大致分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基本的生理健康指標有壽命、平
均餘命或死亡率，有些調查另外加入生活型態、飲食習慣、慢性疾病，或肥胖等
指標。下表所列是國際幸福調查使用在健康面向的指標，較為特別的是環境噪音、
健康日數、抽煙和兒童肥胖也被列為必須關注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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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國際幸福指數的健康指標
來源

面向

指標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預期壽命

新生兒期望能存活年數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健康

預期壽命
自評健康

歐盟超越 GDP

健康

噪音汙染
生命力
心理健康
身心健康
生理健康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健康

自評健康狀態
健康日數
身心障礙
心智健康

英國國民福祉

健康

健康不平等
預期壽命
死亡率
抽煙
兒童肥胖
飲食習慣

日本幸福度

健康

生理健康、心理健康

健康不僅是個人問題也是國家議題，當運用國家整體資源維持人民的健康
時，會希望知道民眾在健康方面的幸福指數。參考其他國家的指標發現，使用
醫療資源的權利與途徑也被視為幸福的來源之一，這項指標通常也常被列為人
民的基本權利，也就是政府提供的醫療設施與醫療資源服務，是否足以讓人民
免於無法就醫的恐懼。以台灣的全民健康保險為例，每月固定繳納的保險費用
或許對某些族群來說已經是沈重的負擔，但是若不繳納等於是對自己造成風
險。
「健康醫療，台灣的全民健保好不好，或者是未來財務可能會面對的危機，
這個對很多家庭來說是真的蠻重要的，台語說得「健保、健保」，這個在鄉村
大概都會講到，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對每個家庭大概都會覺得非常非常
重要。」（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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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清寒家庭來說，經濟景氣不好、失業或收入不穩定會使清貧家庭面臨健
康風險，害怕無法使用醫療服務和資源。這部份除了公部門努力預防與協助，
個人而言，似乎已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
「前一陣子我自己去做健保深度訪談時，有人是繳不起健保的費用而被扣
卡，那現在這種情況因為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衛生署在這個部分就有很多放
寬的規例，可是這個東西你可以問他的話，又可以反應另一個部分，就是免於
在一旦生病時沒有醫療資源的恐懼，但這是不是真的已經到這種地步，我們的
基層醫療的措施或服務，他會不會怕花錢。」（A4）
其次，心理健康的指標也受到關注，基於現代文明生活的變革，心理健康、
生活型態、運動習慣與自我評估健康程度也出現在健康面向，例如，美國的蓋
洛普健康福祉調查關心人們的每日情緒變化，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也將「心靈
福祉」列入調查，但是該指標偏向宗教和心靈的安定與支持。
心靈健康的討論，通常是在心理學和衛生領域的研究才會加以著墨，在幸
福學的領域則是新興的議題。目前已知的面向有台灣競爭力論壇的使用「宗教」
和「未來發展樂觀度」，宗教信仰在今年（2012）的調查結果顯示與人民的幸
福沒有相關，未來發展樂觀度則是明顯相關。因為東方或華人社會對於信仰的
態度不似西方如此嚴謹，較為多元與包容，使用更廣泛的概念，如信念、人生
價值、生命意義、生活的意義，或是心靈依靠等，測量心靈福祉與幸福的關係。
「其實由某個程度來看宗教其實是有影響的，只是我們從現實來看，譬如
說台大這邊也有很多老師，其實你很清楚看到他有功成名就，可是為什麼他會
去嘗試學佛、參禪等，所以他也在找心靈的，這些一定都回歸到讓他的生活或
人生比較有意義有價值的。」（A5）
「因為我們講宗教就會比較有一些限制，如果我們把它叫做宗教或是信念。
若我們可以問你從你的宗教或是所信的信念得到滿足，因為有些人不見得有信
仰，有沒有信仰不見得代表滿足，或是得到心靈的安寧之類的。」（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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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健康面向應包含生理和心理的指標，以及使用醫療資源的基本
權利。生理方面的測量指標應有客觀的數據資料和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客觀
數據資料如壽命（平均餘命）、慢性疾病、運動習慣、生活型態，以及可從社
會統計資料獲得的多樣資料；自我評估的健康狀況是指個人對自己的健康評價，
會受到自己認同的生活方式影響，所以是主觀的感受。心理健康則包含短期的
情緒變化、長期的感受認知和心靈安定與支持，或是自我認同自尊和生命意義
等。因為心理健康受到相當多外在情境因素影響，仍需要更多次指標
（sub-indicators）界定心理健康的範圍。A5 建議的指標題目：「你覺得你的生
命有意義嗎? 或是生活有意義嗎?」至於，醫療資源的基本權利則是必要指標，
關乎人們的「免於恐懼」也是能夠反應國家社會福利與資源配置的指標，其指
標可用生活地區的診療機構數目、與醫療機構之距離、接受治療的難易度等方
式測量。
（二）經濟來源
經濟來源領域涵蓋所得、就業、物質生活條件、生活水準和貧窮等面向，
這些面向可以再細分成住房（居住）、資產擁有、失業與就業、可支配所得和
退休金。主要的構成指標是與人們安居和免於飢餓有關的所有因素，例如，失
業與就業方面有長期失業率、青年失業率、婦女就業率；所得可以是個人或家
庭的總體所得、可支配所得或是家戶人均所得；居住和住房則以家中基本設施
的有無、每人平均擁有的房間數（坪數），或是有無房貸負擔等。
上述的指標皆備歸類於客觀數據資料，可由人們實際的收入與支出、實際
擁有的資產數目得知；就業數據也可由社會統計資料得知。在個人主觀感受與
價值判斷，所得、就業和住屋三個面向皆可得知個人在該面向上的滿意度，有
些調查再進一步詢問工作上的個人認同、自尊或成就感的指標，和公司或職場
是否提供育兒福利或協助、是否有職場歧視等與認知和感受。

99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表4-2 國際幸福指數經濟來源面向
來源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面向
所得

指標
購買力平價的人均國民
所得總額
人均 GNI 排名減去 HDI
排名
計算壽命與教育的非收
入 HDI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物質生活條件

住屋：每人房間數、無基
本設施住宅
所得：家戶可支配所得家
戶金融資產
就業：就業率、長期失業
率

歐盟超越 GDP

所得和住屋

所得水準
所得支配
居住品質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生活水準

有資產
住屋
家戶人均所得

澳洲發展衡量報告

經濟

國民所得
國民財富
家戶經濟福祉
住屋
生產力

英國國民福祉

就業與貧窮

就業
失業家庭
非從事經濟活動
貧困兒童
16-19 歲青年未就業、未
就學或接受訓練
領退休金者相對貧困
退休保險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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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指標方面也有採用這樣的指標，同時也使用許多情境指標描繪當時
的社會與經濟發展背景，但是這些情境指標與民眾的幸福感受是間接關係，應
該使用能夠直接得知民眾的的指標。
「參照國際上的指標，不管是 OECD 或者是聯合國等類似的指標，其實這些
指標所排列出來的結果，絕對會跟民眾實際感受到的幸福會有很大的差距，譬
如說我講的經濟收入，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看我的經濟收入而不看我的每一年所
要繳的稅，被扣除掉的部分的話，其實他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他們每一年的
稅可能是很高，然後要繳給政府，而他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是小的，所以他自
己會覺得自己沒有太多的可運用的財富。」（A6）
幸福指數的經濟來源面向應呈現人們真正的生活情況，因此所有調查皆根
據就業、所得和住房為核心發展對映的指標，如上表列出的指標。若要更具體
的描繪人們的生活情況，就業難易度、住房設施和可支配的所得應列為基本指
標，理由是人們在有限的可支配所得的情況下，如何保證或維持其生活品質；
其次是實際就業和再就業的門檻若過高，也會加重生活拮据的狀況，是否擁有
住房的差異更在這個階段顯現。
收入方面的指標應該用「可支配所得」呈現，因為在扣除所有帳單費用後，
能夠運用的金額才是真正能顯現一人有多少資產，如 A6 認為：「可支配所得，
就我剛說的，他可能是跟我的經濟收入扣掉稅收及物價水準之後，我自己可支配
的所得幅度有多少。」
綜合而言，經濟來源應有就業難易度、住房設施和可支配的所得為基本指標，
然後再往下細分需要哪些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
（三）教育
教育不論是現在或是過去代表的是「經驗傳承」，經驗包含技術、常識與知
識。現代的教育更是國家人才培育的基石，更是個人求生競爭的基本條件，所以
在國際的幸福指數調查中，多數列為必要的面向。其下的指標以教育程度為主，
如下表所示，較特別的指標有學齡兒童期望受教育年數、學生閱讀能力、終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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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價值觀，以及識字率。多數以客觀的數據為資料來源，少數使用個人對教育
的價值判斷或認知的指標，例如不丹的價值觀和知識。在我們的焦點團體座談也
有與會者提到教育的重要性，A3：「教育，這裡面都沒有問，好像在台灣的所有
研究裡面教育都是很重要，而這邊特別沒有問。」
表4-3 國際幸福指數的教育面向
來源

面向

指標

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

教育程度

25 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
育年數
學齡兒童期望受教育年
數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教育

教育程度
學生閱讀能力

歐盟超越 GDP

教育技能和工作安全的 負債
經濟安全保證
正式教育
終身學習
經濟安全
教育程度率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教育

有識字力
教育程度
知識
價值觀

英國國民福祉

教育

終生教育與學習
教育(19 歲完成高等教育
以上者)

教育面向的幸福指數，客觀地說，可指「所學」是否能供一人溫飽，或是更
進一步追求理想的生活品質。不過，教育是間接地影響一人的生活品質，所以較
能自由地選擇和設計適用的指標，例如，最基本的識字率、高等教育入學率、終
生學習者佔總人口比例、通識教育佔高等教育的比例。若要探討教育與生活品質
的直接關係或是增強其連結強度，或許從學以致用的角度詢問人們的滿意度，以
及教育是否能夠提高人們的樂觀程度等方向規劃指標，應能得知人們對教育的整
體評價，例如，A6 提出「工作適配性」、A5 提出 「工作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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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認為，工作的滿意度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收入，一是成就，而教育
與工作的關係，可透過工作成就測量，也貼近我們社會文化的「學以致用」的觀
念。
「工作可不可以分兩塊來問，一塊就是對於你的工作滿不滿意，就是說他
對工作的滿意度到底是對他的收入滿意，還是對工作上的成就滿意，因為學歷
的部分其實轉過來的東西就是你在工作上頭，你覺不覺得有成就。」（A5）
「個人工作適配性就是我做的工作是否符合我的興趣，因為有些人可能只是
為了五斗米折腰，可是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而有些人他是樂在這個工作，就算
這個工作給他 2、3 萬塊，他卻依然覺得怡然自得。」（A6）
基於教育是基本權利與知識技術培育，也是培養人們多元興趣與探索自我的
過程。個人的教育養成過程是會影響日後的職業選擇，學歷則是門檻，加上華人
與台灣的社會文化追求「學以致用」，若在教育面向使用工作適配性和對學歷的
滿意度，或許能彌補客觀數據指標與幸福感的薄弱關係。
二、關係歸屬
社群關係，在東西方的文化脈絡裡都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呈現的形態不太相
同，以東方文化而言，主要是家庭、家族和宗族為個人的社群發展核心，西方則
是以家族、教會、教區和商會為發展基礎。社群關係又因為現代的價值與觀念變
化，成為個人渴望的生活品質之一。在本研究的第二章用「關係歸屬
（related-belonging）」更廣泛地搜羅「社群關係」
，因為除了社群，小至家庭和朋
友，大至環境都是關係的一環，所以在這一小節將歸納人際、人與環境和人與社
群關係的面向與指標。
人際關係
國際幸福指數調查的面向中，人際關係是僅次於基本需求的面向。人際關係
的面向在國際調查中使用的名稱有，社群關係、社會互動、社交層次的基本權利、
社區活力、家庭社區和社會凝聚、民主治理和公民權，詳細面向與指標請見下表。
有趣的是，歐盟的超越 GDP 認為人們在社交關係上是有基本權利的，澳洲的發
展衡量報告則是將較廣義的社群價值──民主治理和公民權，納入社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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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面向強調個人與家庭的關係、個人是否有救助（支援）網絡，和
個人是否融入當地的人際網絡。換言之，國際上關於人際互動的檢定是以「自身
陷入危難時，是否有人可以依靠或伸出援手？」，也就是患難見真情、雪中送炭
是人際關係堅實度的檢測標準，甚至具有第一線的社會安全網的作用。使用的指
標有支持網絡品質（quality of supportive network）、社群活動、活動參與、社會
資本；較為特別的是，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將捐獻列為指標之一，歐盟則是認為
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與權利參與社交活動。
表4-4國際幸福指數的人際關係面向
來源

面向

指標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社群關係

支持網絡品質

歐盟超越 GDP

社會互動
社交層次的基本權利

支持網絡
社群活動
活動參與
社會資本
機會平等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社區活力

捐獻
社區關係
家庭
安全

澳洲發展衡量報告

社會

健康
教育和訓練
工作
犯罪
家庭社區和社會凝聚
民主治理和公民權

日本幸福度

關係性

生活型態
家人聯繫
地區聯繫
自然環境聯繫

由於人際關係的指標用意是檢視個人的關係經營，個人本身參與社交的意願
是關鍵，所以人際關係的測量指標應以個人價值判斷與感受為主。陸洛（1997）
指出社會支持是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因素之一，而家庭又是東方文化的核心，所以
在測量個人的社會支持時，將個人與家庭互動的滿意度作為衡量單位或許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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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測量指標傾向客觀的資料蒐集，例如詢問每週聯絡親友的頻率、危及求助
對象有幾人、參加（社區或社群）活動等，是有助於了解現今社會安全網的變化，
但是與幸福是否有明顯關連還需要更多檢測。
A4 也認為在設計台灣本土的指標時，應該將家庭關係列入，但是需重新定
義什麼是家庭關係，不能僅用客觀的數據指標測量新的家庭關係。
「本土指標裡面，可能就要考慮到，第一是家庭關係，但需要明確的家庭關
係，如在家裡面他們有很多是失和的，但並不是所謂的夫妻離異，是兄弟姊妹之
間也有很多是沒有辦法在一起，有很多是因為迫於工作，就沒辦法讓留在家裡的
雙親感覺幸福。」
「因為我們現在想到的家庭關係，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或者是進一步的親子
關係。像我們在大學部的學生，小孩子念大一大二的學生，他在學校裡面與在家
裡面的情形，子女與父母對立的情況，我猜很多家庭可能都經歷過或者是正在經
歷。」
國際指標也使用社群關係測量人際關係對幸福感的影響，台灣的社區文化或
廟會活動等常態舉行或是短期舉辦的活動，都是屬於社群關係的一環，若用社群
活動概括形容似乎不太容易得知民眾的感受，如 A2 指出的現象：
「台灣有個很大的特色，鄉下和台北都有，譬如土風舞、早上操場打太極拳，
那別的地方有社區的參與或服務，但是問題是說我們可以不花一毛錢且那麼快樂
的去休閒跳舞，這些名字是一樣但是內容是不一樣的，你內容問錯了我們會得很
低分，如果我們提醒他說你不是可以很方便去參加什麼活動，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比較細緻的。」
（一）人與環境
環境保護已經是多年的議題，人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擴大至周遭環境，所
以在設計幸福指數時，多數國際調查將環境品質列為必要的面向，最具代表性的
是英國，該國以 2005 年啟動的永續發展指標為基礎，規劃國民福祉指標。其他
的幸福指數調查也大致涵蓋三個範圍：環境品質（空氣、水質、公共衛生、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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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理）、生活環境品質（綠地、公共設施、醫療設施）、自然環境（公園、綠
地、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使用的面向有自然環境、生態多樣性與延續性、
溫室氣體排放、發電、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資源使用、廢棄物、自然資源，詳
細面向與指標請見下表。
表4-5 國際幸福指數的環境指標
來源

面向

指標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環境

空氣污染
水質

歐盟超越 GDP

自然環境

空氣汙染
廢棄物及其他
綠化與休閒空間
有毒物質
自然環境總體評價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生態多樣性與延續性

生態議題
對環境負責任
野外生物損害
都市議題

澳洲發展衡量報告

環境

生物多樣性
陸地
內陸水域
海洋和河口
空氣
廢棄物

英國國民福祉

溫室氣體排放
發電
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
資源使用
廢棄物
自然資源

細項指標

日本幸福度

關係性

與自然環境的聯繫

這些環境指標與一般的環境監測指標有些許差異，部分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
和關係，也就是人親近自然環境的機會。若生活地區有綠地、公園、自然休閒場
所，個人對生活品質的滿意度是比較高的，所以，在部分國家的指標設計便將「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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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休閒空間」、「綠地」放入調查，如歐盟的超越 GDP 指標。此外，不丹將生
物多樣性和都市議題作為調查指標，也突顯人與生態平衡的特殊性以及都市發展
產生的問題。
環境與幸福的關聯應是以人與環境的互動為主軸，包含周遭環境的舒適程度，
個人是否有親近自然環境的動機，周圍是否有提供親近自然的機會，例如有無綠
地或公園，再詢問個人的滿意度和原因。指標設計則可參考國際上使用的環境指
標，除了環境品質監測指標外，休閒環境、親近自然的機會、對自然環境的總體
評價都是能判斷是否滿意其生活。陳嘉鳯教授也提到，他曾蒐集與分析全國 97
％鄉鎮的資料，發現綠地是在該研究中唯一會影響幸福感的因素，這個結果也映
證國際指標使用綠地和休閒空間的合理性。A2 建議加入「生活便利性」
，因為方
便與否是判斷舒適的基礎之一，她說：
「我們常常說非常多的人老了就從美國回來台灣住，是因為便利商店可以送
洗衣服，可以買高鐵票，這就是生活的便利性。那如果是講城鄉呢，若是到鄉下
的話便利商店可能就沒有那個近。……最近不是說高鐵變成台灣的旅遊景點了，
所以說我們的交通便利度，很多（美國）人上班是開 50 miles 去上班的……」
A6 也認為居住環境的舒適度應該作為環境指標之一，因為生活空間代表生活品
質，在追求美好生活品質時成為關鍵，同時也反應台灣地狹人稠的狀況與幸福的
關係。他說：
「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多地方，如都會區都住得很像鴿子樓，但其實大家都是
我的廚房貼著你的廚房，或是我的廚房是貼著你的浴室；生活空間是很不舒服的，
而我們為什麼常常很羨慕美國、歐美或是北歐國家，因為我覺得他們整個 living
quality 就很好，所以他覺得要追求居住的舒適度，我覺得這就還蠻有台灣的特
色的，甚至某種可以去解釋一些，比較鄉村型的都市或者外島會覺得他們的幸福
指數比較高，說不定他們的居處舒適程度很好。」
（三）環境安全
環境除了自然生態，也包含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的安全，免除恐懼，是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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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自終追求的目標，所以環境安全是幸福調查的必要面向。國際的幸福指數調
查的環境安全有以下幾種面貌：社會安全、治安、社區夜歸安心感、公共安全、
人身和政治的安全，其下的指標以殺人發生率、攻擊發生率或犯罪率等為主，詳
細指標請見下表。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將霸凌列為福祉的一項指標，霸凌有可能以各種形式發
生在任何人、任何場所，例如學生之間、職場環境、性別、網路等。歐盟則是將
人身安全與政治安全放在同一個類別，顯示人們的人身安全與基本權利的確保有
某種程度的相關。
表4-6 國際幸福指數的環境安全指標
來源

面向

指標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安全

殺人發生率
攻擊發生率

歐盟超越 GDP

安全保證

人身安全
政治安全

英國國民福祉

福祉

安全感受
霸凌

澳洲發展衡量報告

社會

犯罪

生活環境的安全維護有賴國家治安機關，但是公權力是被動的事後處理，環
境安全的維護需由當地居民採取主動預防。然而，犯罪的發生有許多因素，透過
當地犯罪率衡量個人是否滿意其生活，只能解釋外在環境但不能解釋心理狀態。
再來，安全感仍是個人的判斷，所以在測量個人對環境的安全感受時，使用夜歸
安全感或許是較適合的指標。若只是單純詢問對當地治安的評價，並無法得知是
否會影響幸福感受，這也由台灣競爭力論壇的「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證明治
安與生活幸福感沒有顯著相關。另外，A4 也指出台灣社會的隱性問題，經濟不
穩定使得人身安全和社會安全受到威脅。
「有多少的中小企業主，開計程車的，因為向銀行貸款而還不出錢，則向地
下錢莊借錢，借到一家人晚上向里長家來求救，殺到讓里長要跳出來幫忙，甚至
要里長還錢，不然他不走。類似這樣的情況，這個造成多少家庭裡面的恐懼，學
生在學校上學，地下錢莊到學校裡面去恐嚇，他的親戚朋友如果跟他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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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只要找的到跟他有關係，就會不斷的去騷擾而造成恐懼。」（A4）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社會霸凌現象，目前仍無有效的解決辦法，也難以具體測
量。因為與經濟穩定有關，所以可參考的國際的幸福指標是歐盟超越 GDP，將
負債指標納入經濟安全（經濟來源）面向。
簡言之，關係歸屬可以用「人親土親」的概念詮釋，人代表人際關係，該面
向設計應該有基本的家庭關係、與親友的互動頻率、參與活動的意願與參加頻率、
危急時能求助的對象人數，和與人互動的滿意度，共六項指標。土代表環境，該
面向分為兩類，一是與環境的互動，這類應該有居住舒適度、綠地和休閒環境、
親近自然的機會、對自然環境的總體評價，以及客觀的環境品質監測指標。另一
類是生活環境安全性，居住地區的治安、夜歸是否安全、對當地治安的滿意度。
三、個人感受與價值
幸福的定義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
強度整體評估而成。」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認定皆不同，因為價值和觀念的差異，
和心理學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階段的人格發展，影響個人對他的生活方式
的形塑與期待。但是，有些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社會的信念，確實會影響個人對
其生活的定義，例如自尊、成就感、信心與信念、民主、自由、文化與休閒、政
治影響力、宗教、生命意義與基本權利。這些概念在國際的幸福指數調查中以工
作與生活平衡、基本權利、能力和自尊、善治等面向表示，詳細面向與指標請看
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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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國際幸福指數的價值與觀念指標
來源

面向

指標

OECD 美好生活指數

工作與生活平衡

過長工時
有小孩的婦女就業率
休閒和個人護理時間

歐盟超越 GDP

能力和自尊

意義與目的
自尊

健康和所得的基本權利

所得不均
就醫權利
社會安全網絡信任感（金
融、健康）

時間分配與平衡

工作
睡眠

文化活力與多元

說母語
文化參與

不丹國民幸福總值

手工藝能力
禮節和品行規範
個人價值與感受是直接與幸福相關，因為可以反應人們重視的是什麼。透過
普世價值與觀念探尋人們心靈層次追求的東西，加強與這些價值對應的物質條件，
才是實質提昇人們幸福的辦法，其難度是如何決定哪些普世價值是基本必要元素，
哪些是重要但非必要者。國際幸福指數相關的價值指標，有基本權利、能力和自
尊、信心與信念，其次是政治權利、政治影響力和民主價值，再來是有關文化、
身心平衡及平等機會。
文化面向的指標，焦點座談的與會者提出幾個具台灣特色的現象，例如生活
的便利性、健保的重要性、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和吃的幸福。
「台灣的小吃為什麼驕傲，就是便宜又好吃，很多的地方可能人享受不到『吃
的幸福』，那台灣人就是可以在夜市吃得很好又不貴，那這也是台灣很在地化的
方面。」（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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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自由，就是自我成就和自我實現，那我們如果通通都是托拉斯都是大
企業，那台灣就是有台灣的特色，我們就是中小企業，甚至是很容易當老闆，那
我剛就一直說要看台灣光明的這一部分。」（A2）
上述這些指標倍受重視的為基本權利和政治權利，基本權利泛指就醫、使用
基礎設施、社會福利等各種使用公共財的權利，政治權利限縮在意見表達、民主
價值、影響政府決策過程的各種民主自由權利。其次是自尊與能力指標，有工作
成就感、自我實現、自己決定生活方式、賦予生活意義等。
自信與自尊可能會提昇一人的幸福感，對個人事務的掌握與支配，或許是增
加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呈現的方式可能是對工作很滿意、工作與生活時間分配得
當、自我能力的實現與職業發展更廣等。
「心理學的研究裡面，應該都顯示一個如果你對事情你能夠控制的話，或能
夠支配的話，事實上在很多地方你的自信，包含自尊，可能你的幸福感也會提高，
所以剛才提的這幾個裡面，你是不是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去支配你的金錢，類似像
這樣的，用經濟學當然是可支配什麼，意思是說有些時候根本就沒有錢，薪水進
來了，一下子就被分光了，你沒有真正可支配的；我相信還有時間也是，你剛剛
講還有工作上，我在工作上面，我能不能支配我工作的特性。」（A3）
「生活工作平衡的部分，其實我的想法與陳老師比較接近，因為我覺得台灣
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過得很辛苦，然後大家都是很血汗的這一面，所以如
果你要改變這個現況的話，你可能要立一些指標，告訴政府說你要看看現在人民
的情況是怎樣，譬如說剛可支配所得是一個。另外一個是在工作與生活平衡部分，
就是可支配的自由時間，我要是每一天 24 小時我可能 10 個小時都在工作，我一
天需要做 3 分工的話，請問他幸福嗎? 他一定不幸福。所以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可能是一個可以去測量他的幸福感。」（A6）
「因為你很籠統的說我對工作滿不滿意，可是你不能很清楚知道到底是什
麼，譬如說高科技他們錢賺得很多，那他對工作滿意也許是薪水滿意，但他成
就感不滿意，我覺得那個應該要區分，因為一個人會不會覺得幸福快樂，其實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他覺得他發揮了他的潛力。」（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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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價值和感受與美好生活相關的有，工作成就感、工作與生活平衡、自
我實現、自己決定生活方式、賦予生活意義、基本權利、能力和自尊、信心與
信念。這些面向裡較為具體的是工作成就感、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能力和自
尊，可以直接得到人們的回答。基本權利則需要細項指標和說明，才能得到更
多的資料，其餘的指標也是相同狀況。
貳、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
所有的面向皆可以詢問民眾的觀感與心中認定的價值，多數面向則可以獲得
客觀的數據資料，兩者互有對應的指標；但是每個面向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不
論是對個人或是整個社會，因此必須區分主觀與客觀的指標。
主觀指標是指個人的價值判斷和認知，以感性為核心，如滿意度、重要性、
受到尊重、有無歧視、道德遵守等；客觀指標則是泛指可取得的數字、頻率和次
數等統計資料，例如所得與支出、參與投票的次數、上教會的頻率、與家人聯絡
的次數。
國際指標多是客觀為主、主觀為輔的測量，目前國內只有台灣競爭力論壇的
調查方式是全部主觀問題，藉由面向滿意度和生活整體滿意度得知哪些生活的面
向會影響人民的幸福感。國際調查的指標則是客觀為主，輔以面向滿意度和生活
整體滿意度，再透過加權的方式區分每個面向的重要性，和決定其主觀與客觀應
該呈現的比率。
幸福指數的主客觀指標的使用，應該依幸福的定義和測量目的，配置比重。
若是要得知民眾的幸福感，應該以主觀指標為重才是。但是，主觀與客觀的指標
兩者皆不能偏廢，個人感受是源自客觀環境的刺激，所以，偏廢任一個都會偏離
事實。
「我們要去思考到底測的目的是什麼，還是說我們是要了解現況，還是要
做什麼樣的比較，這也會影響到我們到底要考量多少客觀和多少主觀。而其實
我個人是認為我們把它叫做幸福那其實主觀是比較重要，客觀是輔助。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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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處是說，客觀是主要指標，其他叫做輔助指標，其實應該是要倒過來。」
（A1）
「主觀的東西是應該要納入考量，但是客觀的東西，對政府來說，他不知
道你的主觀感覺到底是根據什麼東西在變動的，所以這也變成今天我們社會上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所有的政治人物是根據民調在治國，這是一個很糟糕
的事情。」（A5）
「幸福應不應該包含主觀和客觀面向，我的答案肯定是一定要包含主觀面向。
就像在座各位先進所說的，happiness 本來就是主觀的感受，就好像說有人會覺
得林志玲比較漂亮，有人會覺得白歆惠比較漂亮，這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A6）
由於幸福學屬於相當新穎的領域，在權重配置以及哪些面向會是主要影響幸
福的原因仍有相當多的變動，哪些面向應該以主觀指標為主、哪些以客觀為主，
都是依照測量的目的和意義決定。此外，幸福經濟學也強調「同儕比較」和「習
慣性」是會影響人的幸福感，所以必須設立參照點或是比較的對象。座談意見如
下：
「換句話說，一定還是要回到第一個，他必須要是主觀的，第二個是有一個
參考點的，第三個是要比較性的，而他一定要有一個相對位差的感覺，然後再去
做一個評量，他比較會跟實際的感受比較有關。」（A6）
「事實上對 OECD 這些以前的研究為何通常都用客觀，因為原則上主觀是比
較難去比較，比較難做的，客觀就只要把客觀指標統一，比如說現在教育的要怎
麼去算，就可以做跨國的比較。」（A3）
「……客觀事實上只是一個環境，而你在這個環境你怎樣去思考主觀的感受，
這之間我最常聽到的是隨著相對的，就是我跟誰比，即使我的教育程度很高，那
我發現也許有人教育程度比我高，那我就不快樂不高興，因為好像大家都可以比
我高。進一步思考，比較的基準點在哪哩，可能要有一個 reference point，在這個
reference point 你覺得你滿不滿意，你會不會快樂。」（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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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幸福是個人的價值呈現，但是在什麼樣的環境下使他有這樣的感覺，所
以客觀指標是作為比較與參考的基準，進而使客觀因素能夠解釋心理和認知的變
化；反之，心理和認知的指標可以解釋客觀因素。
「主觀是非常重要，因為這不但可以被解釋，也可以解釋別的，他可能反過
來可以解釋一些客觀的面向，比如說心理的健康，另一方面我覺得是怎麼去看及
怎麼去測量所謂的幸福，而這是所謂的相對比較的客觀環境裡面的相對環境比較
的衡量。」（A3）
A5 分享他在民國 97 年替衛生署做的調查結果，該調查蒐集的資料單位小至
全國 97%的鄉鎮，得到民眾的平均幸福感，但是需要知道他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
中獲得這樣的感覺，其分析結果是「對民眾的主觀幸福感有影響的是綠地」。使
用主客觀指標的作用是讓國家和政府知道要如何改善和經營政策，「應該有一些
在政治上面，怎麼樣去經營國家的方向上，如果能夠有比較細的資料的話，我們
才比較容易找出來到底在施政上面，方向要放在什麼地方。」並知道民眾是如何
感受這些變化。
簡言之，主觀與客觀指標兩者皆不能偏廢，兩者使用的比重則根據測量的目
的和定義調整，但是，在焦點座談時沒有討論應有的主客觀指標，只提出應該建
立台灣特色面向和對應的指標，以及在討論幸福感時應該有「比較基礎」、
「reference point」，使主客觀指標能相互佐證與解釋結果。

第三節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
本研究的幸福定義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與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
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觀察台灣的現有資料與研究，台灣競爭力論壇的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完全是主觀價值判斷且沒有客觀指標，符合本研究的定
義；再者，該調查已累積有三年的調查資料與結果，適合探討幸福感的變化。所
以本節將根據第二節的建議指標，調整台灣競爭力論壇的面向與指標，並建議具
有台灣社會文化的本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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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現有指標與面向：「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

台灣競爭力論壇在 2012 年，因時空環境的改變，將幸福指數的項目略做微
調，包括了「總體生活幸福感」及其他十一個面向，分別為「家庭關係」
、
「經濟
收入」
、
「工作情況」
、
「社區和交友」
、
「健康狀況」
、
「宗教信仰」
、、
「環境品質」、
「治安」、「政治權利」、「政府施政」、「未來發展」。此項調查是台灣國內完全使
用主觀方式詢問人民的滿意度與幸福感，蒐集人們第一時間對這些面向的直覺反
應，但是調查的結果無法完整呈現什麼是真正民眾在乎的、什麼是會影響他們幸
福感變動的因素。座談會的與會者也根據該調查結果，認為應該增加細項指標。
座談意見如下：
「可是我們每一個面向下面沒有可能沒有更細的題目，我覺得不細的話，問
出來的東西可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居然要做這樣的事情，真的是實質上發現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就十個題目就問完，應該有更多的題目在經濟收入的下面，還有
就是生活幸福感，若我們整個都叫做幸福，那生活幸福感，我覺得這叫做命名，
我認為生活幸福感應該改成生活便利可能會比較好。」（A2）
套入本研究的建議指標，發現該調查的面向少了工作與生活平衡、能力與自
尊的面向，其餘的面向與國際幸福指數和人生週期模型相符，表示該調查符合普
遍大眾追求幸福的標準也能與國際比較。但是，需要更詳細的指標說明為何人們
感到幸福，以及該調查使用的面向與幸福感為何沒有明顯相關。
上個章節討論主觀與客觀指標的重要性，兩者皆不能少，否則只能呈現部分
的幸福面貌，因此，以能夠執行為前提，主觀與客觀指標應該並重。一旦主觀與
客觀面向決定，客觀指標的數據較容易取得，主觀指標則需要讓受訪者能夠直覺
回答，或不需太多說明即可回答，使得篩選的過程較為艱難。另外，每個面向的
重要性和主觀與客觀的權重配置也必須考量，所以若計畫詢問民眾每個面向的重
要性，更需要仔細斟酌主觀指標。
檢視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使用的面向與幸福的相關性，這個調查沒有指標，
直接以面向測量滿意度。迴歸分析該調查的結果，大部分的面向都通過顯著性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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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就是說，大部分的面向都對生活幸福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以「未來發
展樂觀度」、「家庭關係」、「經濟收入」、「人際關係」，以及「工作情況」是較容
易影響幸福感的面向。其中，經濟收入是明顯影響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圖
3-2 呈現經濟收入不滿意的比例超越滿意的比例，顯示我國民眾對於薪資所得的
焦慮。這也連帶影響國人對未來發展的期待，對未來發展感到不樂觀的民眾達
43.21%，表示有接近一半的民眾對於未來發展感到憂心。
各面向加權平均分數分析的標準差方面，撇開宗教信仰的差異，其他面向差
異最大的是「經濟收入」面向，標準差為 33.51，表示受訪民眾對經濟收入的滿
意程度相當分歧；其次為「未來發展樂觀度」
，標準差為 32.57。而第三個為「工
作情況」面向，標準差為 32.27。這三個面向中，有兩個與所得、經濟有關，也
顯示了我國長期貧富不均的問題，導致受訪民眾對經濟相關的面向滿意度相差甚
鉅。而我們也可推論，「未來發展樂觀度」與經濟收入、工作情形有相當程度的
關係，這也顯示，政府應從最基本的經濟層面著手，讓民眾有最基本的維生權利，
才有幸福的可能。
表4-8因素分析結果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因素
1

2

3

經濟收入

0.7841187

0.154221

工作情況
未來發展樂觀度

0.76918511
0.75974414

0.185531
0.121368

治安狀況
環境品質
地方政府
政治權利

0.12647598
0.27502412
0.37059745

0.20512001
0.745444193
0.714994446
0.653643417
0.403907531

0.115677
0.219709

0.204563982

健康狀況
人際關係

0.21949392

0.69125
0.688489

家庭關係

0.21134594

0.673675

宗教信仰

0.19931292

註：
「生活幸福感」為總體的感受，非細部面向，因此不納入因素分析範圍中。

-0.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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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用因素分析檢視問卷效度與對各面向的解釋程度，由上表來看，因素一
主要解釋了經濟收入、工作情況、未來發展樂觀度等三個面向。因素二解釋了治
安狀況、環境品質、地方政府及政治權利等四個面向，因素三則解釋了健康狀況、
人際關係及家庭關係等三個面向。
該結果證明人們對生活的滿意度符合本研究的分類，基本需求（因素一）、
關係歸屬（因素二、三）
、個人價值與感受（宗教）
。但是，可以發現宗教信仰無
法被歸類在任何一個因素中，這也顯示該面向與歸納出來的三個因素都不相關，
因此，宗教信仰該題須思考應刪除或重新調整詢問方式，以提高該題之效度。
整體而言，幸福指數各個面向的滿意度跟收入之間幾乎為線性關係。這樣的
結果也充分突顯了收入對生活各層面感受的影響，而且收入越高的族群，對生活
的感受也較為滿意。雖然經濟是主要影響幸福的因素，但是幸福經濟學也指出非
經濟因素對提昇民眾幸福感的重要性，本研究已歸納得知幸福的非經濟因素類別，
見表 4-9，也提出對應的主觀與客觀指標，將用於現有的調查中。
貳、建議面向與指標
台灣競爭力論壇在「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中，所提出的指標項目已相當完
整，本研究將以「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的問卷指標為基礎，在歸納焦點座談學
者提出的各類指標後，新增至原有的指標系統中，使幸福指數調查面向更為完
善。
表 4-9 是建議的面向與主客觀指標，依照基本需求、關係歸屬與個人價值與
感受分為 12 個面向、21 個主觀指標、22 個客觀指標，比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
的面向多了教育、工作與生活平衡和心靈福祉面向。雖然多了三個面向，實際是
比原本的指標又多了 14 個主觀指標，分別是就醫權利的滿意度、可支配所得滿
意度、可支配的時間、工作成就感、與人互動的滿意度、居住環境舒適度、綠地
和休閒環境、生活便利滿意度、夜歸是否安全、時間分配滿意度、發揮自己的能
力、獲得尊重、個人或他人對政府作為與決策過程能發揮影響、生活意義。在台
灣本土特色指標方面，有生活的便利性、健保的重要性、中小企業的蓬勃發展和
吃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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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建議面向與指標
面向

2012 台灣幸福大
調查
主觀指標

健康

健康狀況

本研究建議
主觀指標

客觀指標

自我健康的評估
慢性疾病
就 醫 權 利 的 滿 意 生活型態
度
運動頻率
當地醫療機構數
目
就醫所需的交通
時間

收入

經濟收入

可 支 配 所 得 滿 意 收入
度
可支配所得
可支配的時間

教育

無

協 助 自 我 探 索 的 學歷
程度

職業

工作

工作情況

工作成就感
工作滿意度

工作適配性
就業難易度

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
社會關係

家庭關係
社群生活
與人互動的滿意
度

危急時能求助的
對象人數
參與活動的意願
參加頻率

生活環境

居住區生活環境

居住環境舒適度

是否有綠地和休

綠地休閒環境
生活便利滿意度

閒環境
環境品質監測

治安

治安

夜歸是否安全
當地治安滿意度

居住地區的治安
犯罪率

工作與生活平衡

無

時間分配滿意度

工作時長
睡眠時長
休閒時間

發揮自己的能力
獲得尊重

無

能力與自尊
政治影響力

政治權利
政府施政

對 政 府 決 策 過 程 投票率
之影響政府施政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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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12 台灣幸福大
調查
主觀指標

心靈福祉

宗教信仰
未來發展

本研究建議
主觀指標
生活意義

台灣特色

客觀指標
無

吃的幸福
無
中小企業（創業自
由）
健康保險
人際友善性

生活幸福感

生活幸福程度

整體生活滿意度

無

整體而言，需要增加的面向有四個，包含教育、工作與生活平衡、能力與自
尊，以及台灣特色面向，主觀指標則需增加至 25 個，並由 22 個客觀指標輔助。
但是礙於「可執行」的前提，預算和時效的限制，我們以電話訪問為預設的主觀
指標資料蒐集途徑，因此藉由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的問卷，設計新的問卷題目。
規劃執行過程時面臨幾個問題，因為電話訪問的題數限制和題意的清楚表達，
無法在本研究中詢問每個面向的重要性，部分主觀指標也因無法清楚傳達核心意
義或是需要事先詢問意願和動機，所以在此次的問卷設計也暫時不放入，例如有
無宗教信仰、參與社群生活的意願、協助自我探索的程度、獲得尊重、吃的幸福、
創業自由等深具個人價值判斷與認知的主觀指標。
個人價值與認知相關的指標相當重要，其他領域的調查研究和學理討論中，
提及宗教與心靈層面的指標，是會對人們的價值觀念有影響，但是這些抽象概念
如何具體化且可測量還需要再斟酌。基於 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的分析結果無法
呈現「宗教」的效度，且我們這次的計畫因人力與經費有限，無法深入研究，所
以這類抽象概念具體化的疑問將保留至下個研究階段。

第四節 小結
詳細檢討過去的施測過程和座談會討論的結果，調整的面向、指標項目及擬
用於電話訪問的題目，請見下表。保留的面向有五個：人際關係、經濟收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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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情況、健康狀況、治安。修改的面向有三個：生活環境、政治影響力、心靈福
祉。新增的面向有三個：教育、工作與生活平衡、台灣特色。新增的細部指標有
就醫權利的滿意度、學歷滿意度、工作成就感、社群生活、生活便利滿意度、當
地夜歸安全、時間分配滿意度、對政府決策過程之影響、生活意義、健康保險、
人際友善性。刪除的指標是宗教信仰。考量到主客觀有權重分配問題尚待討論，
在未能進一步確認主客觀權重的情況下，本研究暫不納入客觀指標。
表4-10台灣競爭力論壇幸福指數新指標（擬）
面向
2012 台灣 本研究建
幸福大調 議面向

指標
2012 台灣幸福大
調查原指標

本研究建議指標

研擬問卷題目

查原面向
健康

健康

健康狀況滿意度

自我健康的評估

請問您 對目 前身
體的健 康滿 不滿
意?

就 醫 權利 的滿 意 待定
度
收入

收入

家 庭 經濟 收入 滿 可 支 配所 得滿 意 請問你 對自 己的
意度
度
家庭經 濟狀 況滿
不滿意?

無

教育

無

學歷滿意度

你對自 己目 前的
學歷滿不滿意?

工作

工作

工作情況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

請問你 對目 前的
工作滿不滿意？

工作成就感

待定

家庭關係

請問你 對自 己和
家人的 關係 滿不
滿意？

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 家庭關係滿意度

人際關係滿意度

與 人 互動 的滿 意 請問您 對自 己和
度
別人相 處的 情況
滿不滿意？
社群生活

請問您 對於 您的
社區參 與情 況滿
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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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12 台灣 本研究建
幸福大調 議面向
查原面向

指標
2012 台灣幸福大
調查原指標

環境品質 生活環境 環境品質滿意度

本研究建議指標

居住環境舒適度

研擬問卷題目

請問您 對於 住家
附近的 環境 品質
滿不滿意？

治安

無

治安

當地治安滿意度

工作與生 無

生活便利滿意度

待定

當地夜歸安全

待定

當地治安滿意度

請問您 對於 居住
地區的 治安 滿不
滿意？

時間分配滿意度

待定

活平衡
政治權利 政治影響 民 主 自由 和政 治 對 政 府決 策過 程 在您看來，您對一
力
權利滿意度
之影響
般人的 政治 影響
力滿不滿意？
首長滿意度
政府表現
地 方 政府 施政 滿
意度
宗教信仰 心靈福祉 未來發展樂觀度

樂觀

請問您 對於 居住
的地方 政府 施政
表現滿不滿意？
請問對 自己 未來
的發展樂不樂
觀？

有無宗教信仰

無

台灣特色 無

生活意義

請問您 對您 的生
活意義滿不滿
意？

健康保險

請問您 對目 前可
以得到 的醫 療照
顧滿不滿意？

人際友善性

請問您 對於 台灣
社會的 人情 味滿
不滿意？

生活幸福 生活幸福 整體生活幸福度
感
感

整體生活滿意度

整體來說，你覺得
你目前 的生 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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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12 台灣 本研究建
幸福大調 議面向
查原面向

指標
2012 台灣幸福大
調查原指標

本研究建議指標

研擬問卷題目

你幸福的程度？
基本資料

年齡（出生年）

年齡（出生年）

請問您是民國幾
年出生？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職業

請問您的教育程
度？
請問您的職業
是？

婚姻狀況

婚姻狀況

請問您的婚姻狀
況？

子女

子女

請問您有沒有子
女？

家庭每年總收入

家庭每年總收入

您家庭每年總收
入大約是多少

性別

性別

受訪者性別？

122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幸福學興起的主因是不丹王國首先提出國民幸福總值（GNH），反思傳統
的以經濟作為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他們認為那些指標不能表現國民真正的福祉
（well-being）與幸福（happiness），所以提出 GNH 作為新興的國家競爭力指標。
此種調查方式在國際社會引起風潮，紛紛提出國家的幸福調查計畫，不論是國際
組織、國家政府、非營利組織等，皆有其調查的準則和目的。
同時，本研究探討幸福指數的指標時，發現「2012 幸福大調查」與國內的
相關調查的結果，只能部分解釋幸福感的差異，為了釐清幸福的落差與造成落差
的原因，進而尋求理論與實證上的文獻資料。幸運的是，國際社會爭相開展的國
民幸福和福祉的調查，有豐富國際資料可供參考與借鏡；再加上國內也啟動幸福
相關的國家計畫，使得國民幸福議題受到重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幸福學與幸福力的區別
由於幸福是相當廣泛抽象且屬於個人價值認知的概念，欲將幸福具體化必須
先定義其內涵與範圍，以及測量目的。幸福學主要是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幸福力
則是以全體社群、社會為單位，作為國家發展的指標之一。
幸福學的探討，其相關文獻早在 1960 年代就發展相關的論述，如經濟、社
會與心理衛生的學術領域。幸福經濟學強調非經濟因素對人們幸福的影響，社會
學則是用人生週期理論發展出社會統計系統，而心理學只是以個人為研究單位而
非整個社會群體。
幸福力的發展，則是因為不丹的 GNH 倡議，使得國際社會較為富裕的國家，
如歐美國家，開始將福祉、生活品質、環境的要求運用在幸福的研究，在當地逐
漸形成共識，形成以人生各階段端的幸福、生活品質、生活福祉為探討中心與測
量標準的幸福力指標，並從學術研究提昇至國家發展政策層次。但是，直到 2000
年左右才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如聯合國的人類發展報告，今年公布的世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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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2010）、生活品質指標（2003、2007）。
本研究歸納國際與國內資料和文獻論述，定義幸福感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
追求與滿意程度，及所感受到的正負情緒強度整體評估而成。」並定位為幸福力
的指標建構研究。
貳、國際社會的幸福指標普遍相似
綜合國際的定義和指標項目，幸福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滿足生存的基
本需求、實現個人的生存價值，關係歸屬則是居中協調的要素與刺激來源，這些
構成一個人的生活與一生。這些因素可以分為幾個類別，再分別用主觀及客觀指
標衡量，主觀是個人的價值認知和感受，客觀是產生這些認知和感受的事實環境
與狀態。
影響幸福的因素可分為三個類別，「基本需求」
、
「關係歸屬」與「個人價值
與感受」。「基本需求」由健康、經濟來源和教育三個面向構成；「關係歸屬」
是由人際關係、人與環境和自然環境三個面向構成；「個人價值與感受」則是相
當多元，可從普世價值、當地文化與道德價值、個人生長背景等構成，可依照該
幸福指數的定義與調查目的設計。
參考世界各國對幸福的定義和使用指標，歸納得出兩大發展方向，一是與國
家發展政策結合成為國家綜合競爭力的指標，其測量項目多元且細緻，較注重細
節與定義，主觀與客觀指標並重。另一種是參考多種國際組織和各國的社會統計、
環境統計、民意調查等使用的指標，設計其幸福和福祉調查的面向與指標系統，
並以特殊方式計算和分析幸福感，著重於可比較的客觀指標。
參、國內「2012 幸福大調查」的優缺點
台灣競爭力論壇的「2012 幸福大調查」，憑藉著累積三年的調查資料與完
全主觀的面向設計，成為本研究分析國際社會實證資料與學術文獻時，能供對照
的國內資料依據。
一、優點：與國際指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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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比較統整的國際幸福指標與「2012 幸福大調查」，發現該調查使用
的面向與國際指標多數一致，其優點是使用完全主觀指標且包含的面向已相當完
整，由於各縣市可獲得的客觀資源不同，若貿然採用客觀指標，將降低主觀指標
對整體指標架構的重要性，「2012 幸福大調查」雖未採用客觀指標，但可透過
主觀指標直接了解民眾感受，相當值得參考。該調查的多數面向都對生活幸福感
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以「未來發展樂觀度」
、
「家庭關係」
、
「經濟收入」
、
「人際
關係」，以及「工作情況」是較容易影響幸福感的面向。其中，經濟收入是明顯
影響人們對生活的滿意程度。
二、缺點：缺乏客觀指標及細部指標
「2012 幸福大調查」美中不足之處在於缺乏客觀指標與細部指標。雖然主
觀幸福感已可直接了解民眾心中的幸福感受，但是調查的結果無法完整呈現客觀
條件的影響因素，對於執政者而言，民眾的主觀感受太過抽象，缺乏可直接連結
的施政改善項目，因此就對政策的實際應用性而言，實有必要輔以客觀指標，讓
指標系統更為完善。
另一方面，礙於調查經費，在題數的限制之下，「2012 幸福大調查」僅能
就概括性的項目詢問受訪者，這是斟酌可行性及資源限制之後所做的取捨。在此
情況下，仍有部分面向缺乏，例如與台灣社會密切相關的在地指標及世界通用的
普世指標，如教育、社群生活、自尊與能力、工作成就、工作與生活平衡、台灣
特色等。
肆、實務建議
考量實際操作可行性，本研究使用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幸福指數為基礎，建議
新的可執行的指標，我們保留原本的面向，如經濟收入、工作情況、健康狀況、
治安和整體生活滿意度；修改部分面向，如生活環境、政治影響力、心靈福祉。
另外新增的面向是教育、工作與生活平衡，和台灣特色指標──健康保險與人際
友善性。刪除的面向是宗教信仰。
新增指標有就醫權利的滿意度、學歷滿意度、工作成就感、社群生活、生活
便利滿意度、當地夜歸安全、時間分配滿意度、對政府決策過程之影響，以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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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意義。
本研究預計用建議的指標進行下一次的調查，同時這次的研究仍有許多不足
之處，仍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進一步調查與驗證。
伍、研究限制
本研究礙於人力、經費的限制，無法更廣泛的蒐集各國的幸福與福祉調查，
例如北歐國家的社會福利制度之完善，舉世皆知，他們必有測量人民福祉的指標
與方式以供參考，此次未能深入探討，實屬可惜。另外，未來若要進一步的探討
民眾的幸福，客觀指標的建立與資料取得需要政府釋出官方資料以供分析，才能
使指標建構更趨完善，亦能使政府更了解與回應國民真正的幸福感受。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壹、指標建構建議
一、注意國際幸福指數的指標變動與合適性
由於幸福學與幸福力是相當新穎的領域，國際幸福指數的研究也處於發展規
劃階段，指標尚處於實驗階段，所以在指標設計時會以當地過去與現在的社經發
展狀態為主要的參考依據，同時以該國追求的價值為核心規劃其幸福指數的架構，
這會加大指標變動和適用於我國民情的程度。
二、考量面向的權重
面向的篩選與重要性仍有討論的空間，因為有些面向已經是經過國際與學術
論證，但是有些是重要但無法具體描述的，例如宗教信仰和社會參與。有些面向
是社會現象但無法證實，如社會霸凌。這些面向是同樣重要還是因人而異？是否
要增加其他的面向？都期待後續研究釐清相關問題。
三、加入客觀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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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指標在此次的研究尚停留在建議階段，沒有實際操作與分析，我們建議
在下個研究階段找出適當且與主觀指標對應的項目，並實際納入評分，才能客觀
的呈現民眾表達幸福程度當下的客觀環境。
四、主觀與客觀的權重配置
幸福指數若納入客觀指標，就必須討論主客觀權重配置的問題，因為影響人
們幸福感的因素，可能來自於自身與他人的主觀比較，也可能受客觀環境不佳的
影響，主客觀指標孰輕孰重，仍待進一步討論，本研究建議，後續有關主客觀權
重的決定，可採用層級分析法（AHP）釐清。

127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參考資料
中文資料
中 央 社 （ 2012 ），〈 外 媒 質 疑 人 民 無 感 總 統 ： 非 事 實 〉， 1 月 12 日 ，
http://n.yam.com/cna/politics/201201/20120112709336.html，存取日期：2012.
1.12。
中 央 社（ 2011 ）〈 找真 相 日 將統 計 國民幸 福 指數 〉， 12 月 5 日 ， 網 址 ：
http://n.yam.com/cna/international/201112/20111205790188.html，存取日期：
2012. 1.12。
中 央 銀 行 （ 2012 ），〈 台 灣 與 南 韓 人 均 GDP 之 比 較 〉， 網 址 ：
http://www.cbc.gov.tw/public/Attachment/253017544971.pdf ， 存 取 日 期 ：
2012.10.5。
中華百科全書（1983），〈哲學：幸福說〉，西元 1983 年典藏版 [線上]，中國
文化大學，網址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91，存取日
期：2012.10.22。
內政部，內政部人口統計資料庫。
台灣競爭力論壇（2008）
，
〈2008 年台灣幸福指標問卷調查報告書 〉，台北。
台灣競爭力論壇，（2009），〈台灣幸福指數調查報告書〉，台北。
台灣競爭力論壇，（2012），〈2012 台灣幸福大調查〉，台北。
自由時報（2011），〈全球首國！國民幸福指數 英擬正式調查〉， 11 月 16 日，
網址：http://n.yam.com/tlt/international/201011/20101116785580.html，存取日
期：2012. 1.12
行政院主計處（2006），社會指標系統理論，台北：行政院主計處，網址：
http://www.stat.gov.tw/public/Data/68289222071.pdf，存取日期：2012.8.10。
行政院主計處（2011a），〈生活福祉與社會進步衡量方法概述〉，《2010年社會指
標 統 計 表 及 歷 年 專 題 探 討 》 ， 網 址 ：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29593&ctNode=3263&mp=1，存取日期：

128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2012.02.10。
行政院主計處（2011b），社會指標統計年報。
陸洛（1997），〈中國人幸福感之內涵、測量及相關因素探討〉，國家科
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第8卷，1期，頁115-137。
劉孟奇（2011），〈吃掉幸福感的兩隻怪獸〉，天下雜誌，476 期，7 月 12 日，網
址 ：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19481 ， 存 取 日 期 ：
2012.10.22。
福 建 社 會 科 學 院 (2012) ， 〈 幸 福 指 數 的 研 究 與 實 踐 〉 ， 網 址 ：
http://fass.net.cn/index.php/page-30-4232.html，存取日期：2012.10.22。
維

基 百 科 ， 展 望 理 論 ， [ 線 上 ] ， 網 址 ：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1%95%E6%9C%9B%E7%90%86%E8%A
B%96#cite_ref-0，存取日期：2012.10.03。

聯合國（1966），《聯合國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盟約》。

129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外文資料
Albert, M. a. H. R.( 1990）. Quiet Revolution In Welfare Economics. US: Princeton
Univ Pr.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1), Measures of Australia’s Progress, 2010,
[Website], Australia: Bureau of Statistics,
http://www.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by%20Subject/1370.0~2010~
Main%20Features~Home%20page%20(1) , [Accessed on 2012.02.07]
BBC News (2010), Government 'planning to measure people's happiness’, BBC News
[Online], 15 Nov.,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uk/news/uk-politics-11756049,
[Accessed on 2012.01.16.]
BBC News (2011)，〈日本擬出「幸福度指標」驗證政策〉，Dec. 5th，[Online]，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1/12/111205_japan_happiness.sh
tml，[Accessed on 2012.08.09 ]
Bentham, J.,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Dover
Philosophical Classics). US: Dover Publications Inc.
Bognar, G. (2005), 'The Concept of Quality of Lif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Vol.
31, No. 4.
Brȕlde, Bergt (2007), 'Happiness and The Good Life. Introduction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8:1-14.
CIW (2011), The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Website], Canada: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 [Online], http://ciw.ca/en/ [Accessed on 2012.02.07]
CMEPSP (2012),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France: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 [Online],
http://www.stiglitz-sen-fitoussi.fr/en/index.htm, [Accessed on 2012.02.13]
D’Acci, Luca (2011), ‘Measuring Well-Being and Progres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4:47–65, [Online],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mm77047378364812/export-citation/,
[Accessed on 2012. 02. 04]

130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Defra (2010), ‘Measuring progres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10’,
London: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Online],
http://sd.defra.gov.uk/progress/national/annual-review/., [Accessed on
2012.02.04]
Diner E. and Suh E. (1997),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0:189-216, Netherl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cshers.
Diner E.（2006）,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Indica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ll-Being', Applied 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Vol.1, No.2, 151-157.
Duncan, Grant (2010), ‘Should Happiness-Maximization be the Goal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No. 11:163–178.
Easterlin, R.A (1974)，’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EHRC (2009), Equality Measurement Framework (EMF), [Website], London: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nline],
http://www.equalityhumanrights.com/key-projects/equality-measurement-frame
work/, [Accessed on 2012.02.08]
Eurofound (2010),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2007, [Website],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nline],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qualityoflife/eqls/2007/index.htm.,
[Accessed on 2012.02.09]
Eurofound (2009), Second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Survey Overview, [PDF.],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nline],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areas/qualityoflife/, [Accessed on
2012.02.03]
Eurostat (2010), Feasibility study for Well-Being Indicators, [PDF.],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March, [Online],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gdp_and_beyond/achievement
s, [Accessed on 2012.02.02]

131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Eurostat (2010a), Suggested list of indicators, [PDF],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stat,
March,[Online],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page/portal/gdp_and_beyond/achievement
s, [Accessed on 2012.02.02]
Galbraith, J.K (1998)，The Affluent Society，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Gallup-Healthways (2012), 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 Methodology
Report for Indexes, US: Gallup-Healthways, [Online],
http://www.well-beingindex.com/default.asp, [Accessed on 2012.02.08]
Gregory, Derek et al, (2009),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ophy, 5th E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Hirata, Johannes (2003) ‘Putting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 the Service of Goo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Bhutan Studies, [Online],
http://himalaya.socanth.cam.ac.uk/collections/journals/jbs/pdf/JBS_09_04.pdf,
[Accessed on 2012.01.05]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2011), The IMD 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 , Lausanne: World Competitiveness Center.
Kahnemam, D. and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pp. 263-291.
Kahnemam, D and Krueger, A. B.（2006）, ’ Development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 No. 1, pp.
3–24.
New Economics Foundatio (2009), The Happiness Planet Index 2.0, [Website],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Online],
http://www.happyplanetindex.org/learn/download-report.html, [Accessed on
2012.01.12]
OECD (1982), The OECD list of social indicators, Paris:OECD.
OECD (2011), Your Better Life Index,[Website],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nline], http://oecdbetterlifeindex.org/#/,
[Accessed on 2012.02.01]

132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OECD(2012), Measuring Wellbeing and Progress, OECD Statistics Directorate,
[Online], www.oecd.org/measuringprogress , [Accessed on 2012.06.10]
Oswald, A (2006), The hippies were right all along about happiness, Financial Times,
Jan 18, [Online],
http://www.ft.com/intl/cms/s/1/dd6853a4-8853-11da-a25e-0000779e2340.html#a
xzz286xdxku1, [Accessed on 2012.10.01]
The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2010), GNH INDEX ,[Website],
http://www.grossnationalhappiness.com/, [Accessed on 2012.01.12]
Thinley , Jigmi Y.(2005), ‘What Does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 Mean?’,
[Keynote Speech],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NH, , Canada: Halifax
(21.6.2005).
Thinley, Lyonpo Jigmi Y.(1999),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nd Human
Development –Searching for Common Ground’, Th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 set of discussion papers,
UNDP (201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1, [Online],
http://hdr.undp.org/en/statistics/hdi/>, [Accessed on 2012.02.01]
Ura, K. e. a., 2012. A Short Guide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x, Bhuntan: The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Veenhoven, R., (1984),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Online],
http://worlddatabaseofhappiness.eur.nl, [Accessed on

2012.05.09]

Veenhoven, R. (2004), ‘Happy Life Years: A Measure of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nd Development -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perationalization of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Online], www.bhutanstudies.org.bt/pubFiles/Gnh&dev-14.pdf,
[Accessed on 2012.02.01]
White, Sarah C. (2008), ‘But What is Wellbe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social
and development policy and parctice’, Paper for Regeneration and Wellbe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University of Bradford, 24-25 April. [Online],
http://staff.bath.ac.uk/ecsscw/But_what_is_Wellbeing.pdf，[Accessed on
2012.10.09]

133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1),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 Geneva: Centre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Zhou, Haiou, A New Framework of Happiness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National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Springer Online 2011, [Online],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f7370835kp885024/, [Accessed on
2012.01.05]
內閣府（2011），〈幸福度に関する研究会報告 ―幸福度指標試案〉，[Online]：
http://www5.cao.go.jp/keizai2/koufukudo/koufukudo.html，[Accessed on
2012.08.22]。

135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附 錄
附錄一 焦點座談 會議紀錄
主持人：彭錦鵬副教授
與會者：A1、A2、A3、A4、A5、A6、A7
會議時間：101 年 11 月 9 日 上午 10：00-12：00
會議地點：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 台大社科院貴賓室（行政大樓 2 樓）
紀錄：廖怡棻、陳慧如
題綱：
1. 您認為台灣民眾的幸福包含什麼？幸福是否應該包含主觀及客觀面向？
2. 若要調查台灣民眾的幸福，應該有哪些基本面向？（請參考國外機構在討論
人民幸福時列入調查的面向，請見附件表 1 國際幸福指標面向。）
3. 考量台灣的人文風情，您認為應該新增哪些特殊面向？

主持人：
台灣第一次的幸福指數調查，第二次我們也做了，而後來因為沒有經費，我
們就沒有繼續來做這件事情，基本上在過去的一、二十年裡，幸福指數的調查在
世界各國都是非常的普遍，而不丹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事實上昨天我聽郭台銘
郭董事長提到，其實幸福指數若是沒有經濟的基礎的話，也是不太有辦法、不太
可能的，我相信不丹未來的發展也是一樣，他們現在一定也面臨到一些挑戰，就
是資本主義進駐以後，一些現代化的產品進去了，跟當地經濟較落後的情況會產
生一個非常大的落差，而是不是能夠維持所謂的幸福感，是很有問題的。
而今年的五月，我們跟旺旺中時集團合作了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幸福指數調查，
以及市政滿意度的調查，下個禮拜一下午我們就會有一個頒獎的活動，那包含讓
這些施政滿意度較高的縣市長來講他們的心路歷程，那同時我們幸福指數縣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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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有代表來接受領獎，那在今年五月的民調裡面，我們也做了一些分析，三次
我們都有做分析，調查結果也都在今天各位的手上。
今年的元月總統大選之前的公辦電視辯論會，馬總統說要在一年之內就發表
我們國人的幸福指數的調查，事實上出發點是因為我們論壇的杜震華杜教授在蘋
果日報寫了一篇文章，呼籲要作幸福指數的調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我們
想說主計處能有個研究計畫來做比較深入的調查，因為我們研究顯示出來，世界
各國在對於幸福指數採取客觀指標與主觀指標都還蠻複雜的，每一種的調查大概
多多少少有所不同，可是歸結來講的話，最後幸福指數必須要以主觀為主，要不
然的話你要以客觀的數據，見仁見智，它能夠佔的權重是怎樣大家也都不曉得。
所以總和來說，一邊是我們論壇在過去的五年裡，我們有實際上的民調來做
驗證，我們到底要怎樣來進行幸福指數的調查。另一方面，我們也在理論文獻上
面做相當多的一個努力，那最後也很高興台灣民主基金會資助我們用很短的時間、
很少的錢來完成這件事情。納今天我們就是想請各位來表達，到底幸福指標到底
是怎麼樣子，那主計處也曾經做過三次的焦點座談，不過我們總是在開始的階段，
多聽也是一個必要的。我們今天整個時間，大致上是各位來做一個討論，精簡扼
要的來做討論，我們資料也蠻多的，然後後半段我們來做一個約法的公文，exercise
然後我們是來找尋共識，這個時間大概是在一個小時之內，所以我想今天就請大
家扼要的發言即可，而我們理論上的發言可以盡量的減少，不過我想今天非常難
得有主計處的吳科長來參與，我們就先請他來說明一下。
我們大家先認識一下，胡龍騰教授是台北大學的教授，是民調的專家，以前
是在國民黨的國家發展研究院裡，他在政治理論與民調都非常的熟悉。師大的公
民教育的張雪梅教授，非常熱心於教育問題。主計處的吳科長。政大關秉寅教授，
亞太英語研究學程主任。請吳科長先發言，目前主計處目前所作的進度。
A7：
我們一直都有在看國際文獻，並在去年 11 月時，院長與副院長就有關注到
這個議題，我們那時就有提供一些國外幸福指數的進度。但我們那時也不曉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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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院長的這些說明後來會變為總統的政見。其實今年本身沒有編列預算，因此
我們能夠擁有的資源也有限。
由於總統希望我們能做國際幸福指數的比較，而院長也希望幸福指數能夠在
地化，因此若要同時符合這兩個目標，在方法上面就要有所取捨，與在學術界做
的研究方向可能會有差異。因此，在做國際比較的部分，我們目前會遵循 OECD
的美好生活指數，它是以 11 個領域 24 項的指標建構而成，為了國際基礎比較要
一致，所以這個指標方面就無須討論。
之前做過的 3 次專家學者的諮詢會議，我們找了 30 位的學者，主要討論的
是在地指標，而國際指標有部分並不是很適合我們國家的狀況，因此我們可以在
在地指標上提供一些較具體或輔助的，配合我們國情的衡量方式。目前整個架構
初步已擬出，現在是在政務委員的階段，而剛剛理事長有提到從主觀方面來衡量
的部分，我個人是很佩服理事長的理念，不過基本上，就國家的作法與學術上的
做法會有點不太一樣，就是，國際上在衡量幸福的時候，並不會完全由主觀方面
去看，如法國、日本、英國，它們不會是只有主觀的指標。
我舉一個較簡單的例子，比如說性別方面，像萬事達卡之前有做過一個調查，
其結果是說如台灣女性進步指數是亞太的作後一名，可是根據聯合國性別平權的
指數來看，其實我們在亞太是第一名的，而在全球是第四名的；由於聯合國用的
是客觀指標，而萬事達卡是用主觀指標，他會問說你覺得你的收入跟一般來比你
的是不是比較高，或是你覺得你的工作性質目前是否在管理階層，類似這樣子，
而這些會牽涉到個人主觀的要求及你的知識水準提高對自己的期待也提高了；因
此這會造成主客觀的衡量結果有相當的落差。
主持人：
所有的指標都會牽涉到詮釋的問題，比如說你若看到數字好像很漂亮但事實
上是不好的，如台灣在各項國際競爭力的評比，對於生意人來說，WEF 或是 IMD，
勞動力成本好像很低，所以我們的競爭力很高；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人民的收
入是比較差的，這是對資方有利，對勞方不利的。所以為什麼我們希望可以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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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對幸福指數的指標，能夠有更深入本土的主觀研究，基本的原因是當一個數
字出來以後，需要有一些理論的基礎做解釋，我們人民並不在乎宗教；我常常想
在學術上，尤其在美國的學術上，他們認為跟精神、生活有相關的，宗教一定是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台灣幾乎是零! 我們看不出來有太大的差異性，我們
都覺得說和宗教是沒有什麼關聯性，如果我們很確定從本土研究裡面，都能夠鑑
定出這項項目是無關緊要的話，那我們在做指標時，就比較可以站的住腳說，雖
然某些指標是由國際評比出來的，但是其實某一部分我們是不在乎的，那這樣也
把他列入指標就沒有太大的意思了。
A4：
我們之前與公共治理中心合作從事有關公共治理指標建構，我們到最後在決
定主觀與客觀時，其實我們是三分之二給主觀，三分之一給客觀，主要的原因是
跨國的比較裡面，第一個是 OECD 他是富國的俱樂部，有些時候他們客觀的資料
讓人比較可以接受，可是若又參雜了 OECD 以外的國家，那要做全球的評比的話，
在數字上及客觀資料的品質大概就需要小心注意，所以我們在做公共治理指標時
也接受這樣的想法，就是三分之二放在主觀的部分，三分之一放在客觀。所以剛
剛科長提到的部分，當然主觀、客觀的部分還是可以再做討論。
接下來是說幸福指數的指標點，其實我看論壇這幾年做的其實我個人倒是可
以感覺到，現在比較可惜的是看不到他比較下面的指標...
主持人補充：
沒有下面的指標，我們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時候，是直接就全台灣的那些項
目而已，而這一次是 22 個縣市，各自都有相當大的分量了，大概是 600、800 個，
是沒有問題的樣本數，像這樣的情況再去做樣本分析。其實我們把調查的結果稍
稍做個比較，就發覺經濟日報是非常明顯的 outlier。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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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樣競爭力論壇兩次做的調查，我個人覺得反而在比較層面兼顧所謂的國
際比較跟在地，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比較好一點。因為其實我自己是除了電訪的調
查以外，還會去做深度訪談，而深度訪談我大概台灣 23 縣市至少有 14-15 個縣市
我是整個踏遍，這個過程裏面我覺得至少以這幾年來講，以國際的通用指標他可
能沒辦法涵蓋到，這個就是在地的一些比較需要解決的部分，尤其是談到
Happiness 或是 well being，也許我們真的要比較精確一點，如果你講的是台灣的
幸福指標的建構的話，那這個部分可能就要反應出來，當然這也許未來可能還要
再稍微擴大一點點，一個是類似於像我們這種座談的參與對象，因為我們基本上
還是從學術上，或是所謂的比較菁英的角度來看，可是這個幸福整個來講，他是
一個整體的心裡感受、反應，若是未來還會有後續研究，那這樣問卷的主觀調查
的設計可能就要更貼切。
因為之前這個案子的另外一位主持人黃老師，我與他剛好也在電子資訊中心
那邊還有一個網路的研究，他是有關老人使用網路的感覺與感受，裡面我們也試
圖放了一些幸福的題目，而那些幸福的題目，就我的印象，也花了不少時間去討
論問卷的題目。就是對民眾來說，什麼是上了網以後的感受，而我們也發現老人
上網的比率真的是很低很低，如果你調查的樣本都是只問他所謂上網的部分的話，
可能會有很多沒問出來的地方，所以我們也加問了一些和網路上網不一定有關
係。
綜合來說，像本土指標裡面，可能就要考慮到，第一是家庭關係，但需要明
確的家庭關係，如在家裡面他們有很多是失和的，但並不是所謂的夫妻離異，是
兄弟姊妹之間也有很多是沒有辦法在一起，有很多是因為迫於工作，就沒辦法讓
留在家裡的雙親感覺幸福。
我曾碰過在海巡署服役的一個女人，他是海洋大學的碩士，他人在基隆，但
他的家在台東，他的媽媽都不曉得他已經當到中校的女軍官，他是一個碩士，那
天剛好是在母親節前夕，我去跟他做深度訪談時，我跟她說你要不要去想想看把
你的制服穿回去給妳媽媽看一下，他是普通大學在考取海洋大學碩士，然後去考
海軍，他自己眼淚都掉下來了，他大概 32 歲，他後來講說他媽媽從來沒看過她
穿軍服的樣子；原住民是很崇拜英雄的，他說他整個村里已經走光光的，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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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每天都是在家裡，也不曉得他子女的成就，不過他說他這次母親節一定要穿
回去。
我是說這種感覺也是值得提倡的，就是說這個指標除了我們去做評比，其實
如果指標也可以達到指標管理的效果，其實還可以有一種帶領的作用。所以像這
樣的家庭關係，恐怕也是需要考慮的面向，但我只是不知道要怎樣把它變成可以
測量，如果真的要用所謂的客觀指標來衡量，總不能說你一個禮拜回家多少次，
或者是你有沒有穿你各行各業的制服或象徵等來操作，我只是說類似這樣的觀念。
因為我們現在想到的家庭關係，就是夫妻之間的關係或者是進一步的親子關
係。像我們在大學部的學生，小孩子念大一大二的學生，他在學校裡面與在家裡
面的情形，子女與父母對立的情況，我猜很多家庭可能都經歷過或者是正在經
歷。
例如，我有一個從南部轉上來的轉學生，只因為媽媽去看他坐火車，他就氣
得要去撞火車自殺，媽媽不知道打了多少通電話到我的研究室來，又叫我說千萬
不能讓他兒子知道媽媽在關心他，就是希望我能多幫她兒子，而現在這種情況可
能還不只一個。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所謂的家庭關係可能要重新定義一下，要不然至少要好幾
個面，類似這樣的東西如果不反應的話，我覺得與真正反應幸福的建構目的，恐
怕會有距離，這是第一個面向。
第二個是，我們也注意到健康醫療，台灣的全民健保好不好，或者是未來財
務可能會面對的危機，這個對很多家庭來說是真的蠻重要的，台語說得「健保、
健保」，這個在鄉村大概都會講到，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對每個家庭大概
都會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前一陣子我自己去做健保深度訪談時，有人是繳不起健保的費用而被扣卡，
那現在這種情況因為已經發生過好多次了，衛生署在這個部分就有很多放寬的規
例，可是這個東西你可以問他的話，又可以反應另一個部分，就是免於在一旦生
病時沒有醫療資源的恐懼，但這是不是真的已經到這種地步，我們的基層醫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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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或服務，他會不會怕花錢。這個我覺得在這樣的一種調查也應該要反應出
來。
第三個，我去做選前的調查，在上次五都選舉時的選前調查，我到台南縣去
找這些里長，他們講到另外一個問題，他們在擔任里長期間，有多少的中小企業
主，開計程車的，因為向銀行貸款而還不出錢，則向地下錢莊借錢，借到一家人
晚上向里長家來求救，殺到讓里長要跳出來幫忙，甚至要里長還錢，不然他不走。
類似這樣的情況，這個造成多少家庭裡面的恐懼，學生在學校上學，地下錢莊到
學校裡面去恐嚇，他的親戚朋友如果跟他有任何關係，大概只要找的到跟他有關
係，就會不斷的去騷擾而造成恐懼。這部分調查局、警察機關或是地檢署，前一
陣子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這個跟我們的經濟情勢有關係，整個企業若是不好，
他沒辦法還錢，甚至是有事業的危機，這幾個問題，我覺得像地下錢莊這種因為
貸款而沒辦法還款，銀行追的急甚至查封他的房子、生財工具，你問他們什麼叫
做幸福，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的話就是幸福了。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做這些東西，
太一般了，我們不能只是為了要比較而比較，也是要有一些具體的意義，OECD
提供我們一個方向，但是他畢竟是富國的俱樂部，他們基本上很多的經濟與社會
條件是都差不多，當然我知道 OECD 試圖把他的範圍擴大到 developing country 或
者是 less developed country 比較低度發展的國家，可是他畢竟因為要比較，要比
較就只能比大的可比較的項目，很多本土的項目與特色就沒辦法比，所以我覺得
這個中間恐怕到最後須要做個選擇，到底是可比較的部分要站得比較多一點，本
土的少一點，或者是反過來，還是要分開來做。我覺得這恐怕也需要思考一下。
因為在我看起來其實，現有的指標涵蓋得還算蠻完整的，可是如果要整個來
講的話，也許聯合國最基本的「免於．．．的自由」中的免於恐懼的自由、失業
等，大家都知道現在有多少家庭在擔心，或多少家庭已經發生了，然後因為失業
而貸款還不出來，不管是經營的貸款或者是居家的房屋貸款，甚至是學生的就學
貸款，我覺得這些東西會因此引來地下錢莊，然後為什麼會讓人民必須到錢莊的
地方借錢。因為那個里長這樣講，我開始在看報紙的時候我會去注意到那種相關
的社會新聞，那真的很慘! 所謂的自殺很多都是這樣，自己沒辦法只好遺書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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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自己感覺這三方面，一是健康醫療保險的部分看看是否可以放進去，
由某個角度來講這可以讓人心安，那心安大概就比較有幸福的感覺啦! 另一個是
家庭關係，他也許表面上是沒有問題，但這種親子的教養可能都有關係，你的小
孩子可能成就很好或者是你很乖這個可能不是問題，但是對不少家庭親子之間怎
麼去互動，如果能讓父母不用擔心，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指標。最後是有關失業、
貸款沒辦法還所造成的問題，如果可以放進去的話可能會更貼切，至少我觀察的
這 3、4 年來講，我的訪談對象反應給我的也是這樣，謝謝
主持人：
剛剛你提出來的問題大概是分為兩類，也就是我們最後一頁所提到的家庭關
係與失業的部分，那所謂的人際關係裡面包含了健康，而這又會受到健保體系的
影響，那剛剛提到的我們未來研究的方向，明年大概還可以來做的就是有關於人
民的調查到底還有哪些因素可以加進來，那接著恐怕要用 AHP 來看群眾，事實
上這個分布如果可以分得很細，我們如果能夠對全民都能夠做比較細緻的調查，
我倒覺得這樣可以釜底抽薪的把我們的幸福問題大概的解決，也就是說我們有更
多的量化。
剛剛陳老師所提到的問題，比較是不幸福的部分比較多一點，如果政府的作
為能把不幸福的部分有效的、系統性的解決，問題會簡單很多，如主觀感覺在
60 分以上的話，政府就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氣，但是 60 分以下恐怕就要多花點力
氣。
我覺得台灣的情況好像也有一點點的在做轉變，我在這學期上課的時候，我
問我研究所的學生，到底政府最重要地要做到的是什麼東西，我很意外的發現普
遍都認為幸福比較重要，這個會跟我們 2、30 年前的答案不一樣，2、30 年前的
會說經濟發展很重要，就業很重要，經濟上的策略比較重要，現在反而有一點點
的轉變，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向。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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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參考你的統計分析，我們會發現也許會從這個地方比較能夠反應台
灣的情況，那台灣的反應，譬如說未來發展樂觀度，台灣的未來發展與世界有一
點點的不一樣，除了就業的這些，我們可能是兩岸關係。
今天我們座談的重點是不是主要在找到適合台灣的在地化分析，所以我會覺
得這個裡面 Beta 值比較高的這幾個，我們是不是多努力點。像是家庭關係剛剛
也是談到很多的，台灣有多少人找不到配偶，而要買東南亞的新娘，所以像是婚
姻、家庭關係，我們是不是要專注在這樣的一個比重、權重解釋量高的幾個。
還有我們說的 common sense，我們常常說非常多的人老了就從美國回來台灣
住，是因為便利商店可以送洗衣服，可以買高鐵票，這就是生活的便利性。那如
果是講城鄉呢，若是到鄉下的話便利商店可能就沒有那個近。我是從題綱裡面去
想了很多很多點，最近不是說高鐵變成台灣的旅遊景點了，所以說我們的交通便
利度，很多人上班是開 50 miles 去上班的，那台灣整個交通的便利，還有我們可
以罵政府，美國比較好或蘇俄比較好，我們說蘇俄比較好所以可以罵你們美國總
統，這是政治的笑話。那我們台灣等於說是政治和新聞媒體，所以我們是不是一
直要專注在台灣的特別狀況。
台灣確實有很多很驕傲的，你剛講我們是要正面的多一點還是負面的多一點，
如果我們真的要提升台灣人的信心的話，不要一直唱衰台灣嘛！弄出去一些確實
讓我們很驕傲的，讓台灣變成世界上最適合人居住的地方，為什麼日本人要來台
中買房子，為什麼美國養老要回台灣，那有很多是可以值得我們去驕傲的。
所以像我們講的 OECD 的指標，這一塊就非常的長，我們可以把它分為甲乙
丙，甲就拿去做國際指標，加上乙的部分，而乙就是我們在地化更細的部分，那
最後整個要怎麼用，那就取決於要研究的人他可以權重上做一些調整；譬如說主
觀和客觀的時候，他自己可以再去權重去挑，或是他再去挑甲的裡面或者是乙，
或是甲乙混合去挑，所以我們是不是要變成像題庫一樣的東西。
今天的目標是不是要找很多很多我們遺漏掉，怕丟掉的一些東西，譬如說奉
茶，台北市政府開始奉茶，這搞不好這很多人到美國的政府單位都會罵死，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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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公務員是爛的，美國的速度很差等等，所以是說我們可以正面來看台灣的
幸福，而這確實是如果你辦任何公務都要等很久且很生氣，那我就覺得說這是不
是今天的重點，我們要抓很多有利於提升我們信心的指標，這也是可以去思考的
方向，除了我們說以後要怎麼用，那是別人可以再去想，但是要非常完整的。然
後台灣有個很大的特色，鄉下台北都有，譬如土風舞、早上操場打太極拳，那別
的地方有社區的參與或服務， 但是問題是說我們可以不花一毛錢且那麼快樂的
去休閒跳舞，那這些名字是一樣但是內容是不一樣的，你內容問錯了我們會得很
低分，如果我們提醒他說你不是可以很方便去參加什麼活動，所以我們需要一些
比較細緻的，其實我跟陳老師的想法是一樣得，只是陳老師講的都是比較 sad 的。
A4：
若是講生活便利度，但是還是主要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現在其實地方也
有類似 7-11 的便利商店，只是自己獨資經營的，那價格可能就沒辦法和真正的
chain store 來比，但他還是哪種概念經營。
主持人：其實我講說我們的人口結構永遠都不一樣，你 sampling 的問題也要考
慮。
A2：
那我繼續我的問題，其實我有想到台灣的小吃為什麼驕傲，就是便宜又好吃，
很多的地方可能人享受不到「吃的幸福」，那台灣人就是可以在夜市吃得很好又
不貴，那這也是台灣很在地化的方面。
就業還有一方面，就是創業，像你說的尤努斯借錢去創業，我們台灣除了有
些人去地下錢莊被逼得很慘，要不然你像有些人小資本他也可以創業，所以光是
一個 OECD 共有的如就業，可是我們就業裡面，創業就是叫做自由嘛，就是自我
成就和自我實現，那我們如果通通都是托拉斯都是大企業，那台灣就是有台灣的
特色，我們就是中小企業，甚至是很容易當老闆，那我剛就一直說要看台灣光明
的這一部分。

145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然後主觀和客觀，像我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品質，而高等教育的品質就很難去
定義，像昨天大學生抗議，我是看那個全民開講，他就是在抗議說要漲學費而我
們的教育品質沒有提升，那教育品質沒有提升是他說了算嗎! 那些學生們一直說
沒有提升，那到底什麼叫做教育品質，我之前做的一些研究，就有所謂的主觀和
客觀，而兩者確實是很不容易找，甚至是客觀的重要性是什麼相當重，所以剛說
到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的部分，所以客觀的東西，我也覺得說我們除了參照他
們的少數的項目，我們還是要有後續要談的東西，而客觀的東西我們也可以更把
他們在地化。
總而言之，客觀與主觀的問題並不是說我們完全用 OECD 的標準，像我昨天
在網路上看到世界各國，如紐西蘭、澳洲、英國、美國的話，都有很多方面的指
標，所以他們也很多是叫做客觀的，那客觀的又不一樣的時候，所以我們就更知
道說客觀的數字也是要經過再推敲，不然又會不利台灣。我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
把台灣的形象變得更正面一點，讓大家的精神健康。我的背景是政大心理系，所
以我覺得研究幸福是我幾十年一直在想的事情，也就是說幸福是非常主觀的，當
你有參照點的時候，像是別人賺的比我還多，我就變得不幸福，別人升官了我怎
麼還十年停在這裡，所以他是參照它會變動的，所以我覺得要不斷的去研究，他
不能一直停在這裡，很快就會變。所以你說是主觀、客觀才會讓去年苗栗第一名，
今年第三名，這是有可能的啊! 並不是說調查的不對，他就是一直參照別人以後
就會愈來愈感覺到自己不好，所以他主觀的東西就是一定會有，不要因為名次的
變化而懷疑。
主持人補充：
OECD 裡面真的是所謂的富人國家，可是在這十幾年裡面有變得比較複雜，
當然主體上有 20 個國家是富人國家，而在 2000 年之前又加上一些後共產國家，
而最近又加了幾個更落後一點的國家，而我說的是最近十年裡面又增加了四個國
家，他是在三十裡面的，他是一個漸層的，比如說是非常富有、稍微不太富有，
這些是原來的那些國家，他慢慢的增加的是愈來愈差的，所以他現在整個光譜是
比較大一點，這是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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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第二個，這個幸福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浮動，不過在台灣的研究裡面是很有
意思的，就是有兩個非常清楚特殊的族群縣市，第一個就是外島，而外島的原因
是因為中央政府給不成比例的補助，否則他們就會很慘；比方說以水跟電，光水
電就把他們壓死了，如果他們按照成本來享受這些水電的話，這是完全不成比例
的，特別是金門，金門是更離譜的，他們另外有自己的內生的因素，因為他們有
經營酒，所以他們非常的幸福。那第二個是客家人，比方說苗栗、新竹，而客家
人所求不多，像引用鄭永金的說法，客家人知足常樂，安貧樂道，所以他們幸福
感是超高的。
而這兩類完了以後，你才可以去看到說台灣的其他件事，所以張老師剛說的
是對的，幸福感基本上是跟參照點是非常有相關的。那等一下我們看參照點要怎
樣來做調整，我們現在所做的是不是要和國際接軌，還是我們自己來想到說應該
有自己的一個想法。我剛一開始有想到說，像先進民主國家的幸福感基本上是比
較高的，然後有一點不太一樣的高的是不丹，而在這之間的這些是經濟沒有那個
好，幸福感沒有那麼高。可是我覺得這個一定會降下來，如果他和國際的接觸愈
多，參照點改變了，他一定會下來的。那現在是說我們到底要怎樣使的先進民主
國家的經濟及幸福可以結合，但是又碰到全世界經濟變動，有關失業的問題，我
覺得大概在未來 2、30 年裡面很難處理的問題，機器人代替人，就是勞工階層完
全改變，而在我們觀察中，就業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A3 提問：
做這個調查是，舉個例子，隨著主觀調查是怎麼樣問這些受訪者，比如說是
怎麼問家庭關係?
主持人回答：
我們是以非常簡單的陳述句，你覺得你的家庭關係方面的幸福感覺，滿不滿
意，然後給五個選項。
A3：

147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聽下來我想我可以了解是，事實上對 OECD 這些以前的研究為何通常都用客
觀，因為原則上主觀是比較難去比較，比較難做的，客觀就只要把客觀指標統一，
比如說現在教育的要怎麼去算，就可以做跨國的比較。
當然我可以完全同意這種所謂的幸福應該是主觀的面向，但是這與客觀的關
係之間，至少我自己也了解通常客觀事實上只是一個環境，而你在這個環境你怎
樣去思考主觀的感受，這之間我最常聽到的是隨著相對的，就是我跟誰比，即使
我的教育程度很高，那我發現也許有人教育程度比我高，那我就不快樂不高興，
因為好像大家都可以比我高。
就算是平均加起來你也許比別人高，但我們常常是跟上的比，而不是跟下面
的比，所以不快樂的原因通常是來自於你跟上的比，因此古人說的有道理，比下
有餘的時候，你通常是會比較快樂。但這數據很怪，常常是跟上的比，他也不是
跟旁邊的比，我們常常以為是跟旁邊的比，事實上也不是，當然有時候也要看很
多的情況，但我的理解上我們都是跟上的比，所以才會有相對剝削的感覺，所以
我剛才特別問說，這些問題怎麼問的時候，事實也是在顧慮這一點，當然有些不
是那麼明顯可以跟誰比，這不是說現在就要做，可能以後要進一步思考，比較的
基準點在哪哩，可能要有一個 reference point，在這個 reference point 你覺得你滿不
滿意，你會不會快樂。而在這裡頭如剛所提到的宗教信仰，這是蠻有意思的。還
有我剛發現宗教信仰好像沒什麼力量，另外的是教育，這裡面都沒有問，好像在
台灣的所有研究裡面教育都是很重要，而這邊特別沒有問，是因為比較難問滿不
滿意呢，或是怎樣。反過頭來講，若是以比較的觀點去問的話，這也許是可以問
出一些，譬如我現在是大學畢業.....
主持人補充：現在很多都是大學生，十幾分就可以念大學
A3：
但我們現在有四分之一的上研究所，因為比的結果他決定要往上，現在變成
是說大學生他對大自己主觀的地位評價是在下降中，我剛好有做的研究，1990
年代時，大學畢業感覺大概是 6 分，現在大概是 4 分半，所以掉下來至少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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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國中畢業的，反而有點提升，所以事實上那個 gap，教育之間的主觀地位
的 gap 是縮近的，以前是差很大。
主持人補充：
因為現在大學生太多了，所以他的參照點也降低，相對假設是國中國小，我
的觀察是他們都可以活得很好，因為他們都有一技之長，所以他們的經濟能力提
升了，所以他們沒有什麼差別。
A3：
但我要講的是說，這是一個比較的結果，因為本來大學生人少，所以感覺是
高高在上，而現在大多是大學生所以就下降。反過頭來講，他如果有任何可以比
出說他覺得他教育程度不夠或是覺得不滿意的話，他一定是跟上的比，一定不是
往下的比。所以我能夠肯定，主觀是非常重要，因為這不但可以被解釋，也可以
解釋別的，他可能反過來可以解釋一些客觀的面向，比如說心理的健康，另一方
面我覺得是怎麼去看及怎麼去測量所謂的幸福，而這是所謂的相對比較的客觀環
境裡面的相對環境比較的衡量，只是我現在不是很清楚說我們現在所做的在什麼
程度可以去瞭解說相對的剝削或是相對滿意，這就是我比較初步下來可以看到。
主持人：
我們基本上所做的就是一個 aggregate，一個 perception 而已，而且是針對那
麼多人，兩千三百萬做為一個母體，那細部的那些因素，也許我們在研究方法上
更細緻一點的話，看怎麼樣子來呈現所謂的幸福感
A3：
不過大致上我也看到最後一頁，所謂的幸福感應該就一個還蠻清楚的、合理
的，他顯然是有一個不同面向的，我可以看到她第一個很基本的經濟有關，所以
是跟 economics purity，你的個人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的安全，有沒有免於危險。
第二個顯然是跟 governance 有關，是在於環境、治安、地方政府、政治權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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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比較是 social 的面向，特別還是 personal 的，我想這也許也是未來尋找指標，
了解與詮釋一個人的整體幸福感。而整體幸福感可以先拿掉，除了這個先拿掉之
外，也表示各別面向的，會不會正好是這三個方面，對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的及
對於 personal 的、social 的，我覺得這還蠻合理的。那在這樣講的話，他也許是在
某個方面比較高，某個方面比較低，這也許是隨地方而異，那如果像現在更仔細
去看，那哪一個地方，這樣排下來也許三個不同的面向在不同的地方也許也不一
樣。
主持人回答：是絕對不一樣
A3：
我覺得這也是很值得讓一般人了解，幸福也是可以由比較細的面向，不是完
全是整體的，整體當然也很重要，但是在細的方面也許互相可以解釋補充，這是
初步的觀察。
A6：
我對幸福指數也沒有太多的研究，因為目前學術界也沒有哪個科系專門在研
究這個幸福的議題，不過我還是覺得就第一個題綱來說，幸福應不應該包含主觀
和客觀面向，我的答案肯定是一定要包含主觀面向。就像在座各位先進所說的，
happiness 本來就是主觀的感受，就好像說有人會覺得林志玲比較漂亮，有人會覺
得白歆惠比較漂亮，這本來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我們參照國際上的指標，不管是 OECD 或者是聯合國等類似
的指標，其實這些指標所排列出來的結果，他絕對會跟民眾實際感受到的幸福會
有很大的差距，譬如說我講的經濟收入，如果我們只是單純看我的經濟收入而不
看我的每一年所要繳的稅，被扣除掉的部分的話，其實他是沒有意義的。
換句話說，我們單純就這個客觀指標來看，你好像會覺得他們很富有，可是
事實上他們每一年的稅可能是很高，然後要繳給政府，而他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
是小的，所以他自己會覺得自己沒有太多的可運用的財富，所以換句話說，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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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要回到第一個，他必須要是主觀的，第二個是有一個參考點的，第三個是要
比較性的，而他一定要有一個相對位差的感覺，然後再去做一個評量，他比較會
跟實際的感受比較有關。
再來是剛剛科長有提到的，院長是希望我們這個指標做出來是能夠跟跨國作
比較，因為我之前在幫忙台北市政府做一些他們想要可以提升他們的競爭力，跟
其他縣市的指標的時候，像是中科院有做一些指標是非常有利於中國大陸的城市
的。其實我在那個會議裏面我就跟各局處的同仁、研考的同仁及主計單位的同仁
講，我們可以發展一些我們覺得很有效的指標，然後我們定期公布且公布英文版，
接著如果當我們覺得這個指標達到一定的效用之後，我們可以主動建議這些機構
應該要好好慎重考慮這些指標，而不是說我們一味的都是用別人的，其實我們可
以去發展一套我們覺得有效的指標。其實我們可以主動建議他們，如果他們也覺
得合理，其實這就會變成第一個我們對國際的貢獻，第二個也對我們相對有利，
第三個當然也讓人家知道其實台灣在這個部份的 sence 是很高的，而不是我們永
遠只是 follow 聯合國 OECD。
我覺得我第一個要去強調的地方，再來是針對現有的指標部分，我試圖去提
出一些其可能是主觀性的，但他卻可以某種程度變成是大家可以跨國去做比較的，
譬如在生活水準的面向上，說不定我們可以放進去一個細部指標叫「可支配所得」，
就我剛說的，他可能是跟我的經濟收入扣掉稅收及物價水準之後，我自己可支配
的所得幅度有多少，譬如說我一個月可能賺了十萬，可是我可支配的房貸、車貸、
學費等等，我可能只剩一萬，那我還是覺得我很不幸福不快樂啊，所以可支配所
得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因為他不只是經濟收入的概念，或者是說
物價水準其實也是可客觀指標，可是我在所有的客觀指標裡面我卻都沒有看到。
而我剛講的可支配所得應該他是一個可以操作成主觀指標的。再來是生活工
作平衡的部分，其實我的想法與陳老師比較接近，因為我覺得台灣面對最大的問
題是，大家都過得很辛苦，然後大家都是很血汗的這一面，所以如果你要改變這
個現況的話，你可能要立一些指標，告訴政府說你要看看現在人民的情況是怎樣，
譬如說剛可支配所得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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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是在工作與生活平衡部分，就是可支配的自由時間，我要是每一天
24 小時我可能 10 個小時都在工作，我一天需要做 3 分工的話，請問他幸福嗎? 他
一定不幸福。所以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可能是一個可以去測量他的幸福感。再來
是整體的生活滿意度，即他覺得他整體的生活是否滿意。再來就是一個在管理學
或者是組織行為上面近幾年發展出來的一個測量面向，且已經相當穩定的，叫作
「個人工作適配性」，就是我做的工作是否符合我的興趣，因為有些人可能只是
為了五斗米折腰，可是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而有些人他是樂在這個工作，就算
這個工作給他 2、3 萬塊，他卻依然覺得怡然自得，好像很多的大學生他可能並
不想要去加油站打工，但是他卻想要去星巴克打工，說不定據我了解星巴克的工
資可能還不高，就算是專職的也才 2 萬多 3 萬，說不定加油站可能還更高，可是
很多人想要去星巴克，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在那邊工作起來很舒服，而且他可以
告訴人家他在星巴克工作，他有一種榮譽感和喜好程度，所以個人跟工作的適配
性，如果我們要放到工作的指標的話，可以放一個細部的指標去測量看看，因為
有些人真的只是為了五斗米折腰的感覺。
再來就是跟台灣很直接的，譬如說居住環境的舒適度，因為我覺得台灣很多
地方，如都會區都住得很像鴿子樓，但其實大家都是我的廚房貼著你的廚房，或
是我的廚房是貼著你的浴室；生活空間是很不舒服的，而我們為什麼常常很羨慕
美國、歐美或是北歐國家，因為我覺得他們整個 living quality 就很好，所以他覺
得要追求居住的舒適度，我覺得這就還蠻有台灣的特色的，甚至某種可以去解釋
一些，比較鄉村型的都市或者外島會覺得他們的幸福指數比較高，說不定他們的
居處舒適程度很好。
再來是剛剛師母有提到的便利性，我覺得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比如像
台灣、日本，我覺得就適合放一個生活便利性的指標，如像有些歐美人來到台灣
會喜歡到不想走，是因為生活太便利，這也是一個優勢；而他也可以做一個跨國
的比較，因為我們是真的看到外國朋友感受到他覺得這是台灣的好，換句話說，
這是可以做成一個跨國的感受性相對的比較。再來我知道像美國他們有很多的非
利組織有在做 living quality，而像他們的 living quality 指標我們也可以找進來看看
是否也可以放進我們的指標建構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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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是剛剛先進有提到幸福感其實他是一個相對值，而剛剛關教授也提到是
不是我們永遠跟好的比，我們就會覺得我們的幸福感就沒有那麼高，所以如果說
在主觀的題目測量上，主題幹之外我覺得可以再加一句，想請問您，與您周遭親
友相比，您覺得如何如何，您的滿意程度是如何? 就是我跟自己周遭親友比的話，
我覺得我的幸福感是高或是低；我覺得這就是香蕉蘋果各有所好，那你覺得你要
賺很多錢你才覺得幸福，可是我覺得這樣可能就夠了，就是抓一個跟我們不會太
遙遠的目標，但也不會太差，就是我們周遭的親友，感覺起來我是不是相對幸福
的，我覺得說不定每個人的參照點可能就比較有參照點的感覺，我想我先提供這
樣的建議，謝謝。
主持人：
我聽完五位的意見以後，有一點點的修正，我想請教在我們做這些項目題目
時，不管是 12 項、15 項等等，如果我們現在就是開放去做，也許在之前我們要
先想想剛剛吳教授所提出來的問題，我們已經知道這麼多了，我們是否有辦法去
思考，如果我們經濟收入是不是要來調整為可支配收入，這樣是否會好一點，然
後我們把這些項目調整一下再來做修正，這樣可能會更有意義一點。我們現在都
已經做過了，這些用的字眼上來講的話，有沒有可來做調整的。可支配收入可不
可以來取代經濟收入。我們現在是想說第一是項目，第二是字眼，字眼是很重要
的
A3：
我剛剛是想說因為做過好幾次調查，通常最保守的作法是，原來題目一定要
保留啦！
主持人：
原來的題目，我們如果說在字眼上稍微來調整的話，倒是沒有關係，我們現
在來講的話算是早期，以台灣來講的話根本還是早期，我們 08、09，然後 2012
都只有一點點的改變而已，第一和第二是一樣的，那最近的是稍稍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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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我剛剛只是一個建議啦，算是技術上的問題，如果原則上都保持一樣的話，
那可能這次如果還要改進的話...
主持人：
我現在想到的是說，如果明年我們來對人民來作，就是說以同樣的內容的部
分，因為很重要的是你怎麼問，其實就決定了你的答案是什麼。而像剛剛彭老師：
所講到的可支配的收入跟經濟收入，是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喔，但這一點點的不一
樣會讓感覺完全不一樣。
A3：
我剛剛的建議是說，如果要做什麼改變，那也許只是 extra，那可以作為未來
既有的，當然也不會是全面性的改。
主持人：
基本上也不太會全改，因為我們已經是討論了這麼多的資料，現在只是在想
說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比方說我們這裡面的題目，我們只有問地方政府，其實是
貼合到我們今年所作的 22 縣市，但事實上如果是全國性的話，他就有點不太適
合。
A3：
不過我倒是剛剛彭老師：提的我覺得很有意思，心理學的研究裡面，應該都
顯示一個如果你對事情你能夠控制的話，或能夠支配的話，事實上在很多地方你
的自信，包含自尊，可能你的幸福感也會提高，所以剛才提的這幾個裡面，你是
不是能夠有足夠的能力去支配你的金錢，類似像這樣的，用經濟學當然是可支配
什麼什麼，意思是說有些時候根本就沒有錢，薪水進來了，一下子就被分光了，
你沒有真正可支配的；我相信還有時間也是，你剛剛講還有工作上，我在工作上
面，我能不能支配我工作的特性。大家好像很羨慕做老師的好像上完課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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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做什麼，可以決定他的工作內容。我想可能也有幾個題目，我們看到幾個面向
裡面能抓幾個題目去增加一些可能會有用的想法，就是可支配的或可控制的，就
是你滿不滿意你可以控制的程度高低，也許也是一種。我在想這是拿來解釋幸福
呢，還是幸福感的一部份，這也是需要思考的；因為這很可能不是幸福感的一部
份，而是解釋幸福感的東西。
A4：
我覺得剛剛彭老師講的，就是在現有的題目之下，如果要做一點變動，關老
師是擔心可能就沒辦法比較，可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可能真的要做個決定，到底現
在可不可以容許做一個對於既有的題目來做一個調整。
主持人：我覺得適度的調整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A4：
但我的感覺，可能真的要問我們希望在這個調查裡面，因為這基本上看起來
是要施測的問卷，還是主觀的。那主觀的問法的話，我覺得太模糊了。因為像現
在的這樣的一個家庭關係，你這個老實說沒有比較明確的哪一個面向，我就不曉
得它的效度是怎麼樣；也就是說你講家庭的關係，對受訪者聽到了會是怎麼樣。
所以我贊成彭老師的說法，就是我們自己要先界定一下，當你講家庭關係的時候，
如果要比較周圓一點的話，你恐怕家庭關係底下要有 2-3 個題目，那分別是涵蓋
家庭關係的幾個主要面向，否則的話你用家庭關係，他也許是意識到其中的某一
個面向，那這樣跟你所期待的是不是有一個差距，而且事實上，這邊有幾個像是
工作情況，有的就包括適配性，你講的工作是不是就是我喜歡的，可是這個地方
共同情況，可能也要問當初我們設計的工作情況 by definition 他是什麼意思，所
以這個地方沒有個很明確的說明。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經過大家的討論，認為說其實在當前的情況之下，至少
我們要測這一年之內，要測的話，可能是比較貼近實情，受訪者的參照架構，他
會比較清楚，就跟我們想的會比較一樣，因為我們在同一個情境當中，他比較會
知道我們在問的是什麼，即使你不跟他講得太多明確的一些文字，那工作情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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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也是一個。那健康狀況，你是問他「你身體現在是好或壞?」還是也包括像
你會不會擔心你健保費繳不出來，類似這樣的東西可能都要在思考一下。
如果要的話，那也許就不一定要跟前面兩年的資料那麼連結了，因為如果已
經意識到在過去是比較初探的研究，那現在是不是到了要比較貼切及反應本土的
特色。其實我們今天的問卷大家有這樣的一個結果，我們可能意識到要稍微跟國
際上的慣用題目有點不一樣，因此理論上題目應該也是有可以改的空間，但至少
在此刻來說，恐怕你也要把題目在確定一下。當然民意很多都是含混的，但是你
現在顯然希望能夠比較明確的告訴他，我現在希望了解你在可支配所得，而就算
你問他可支配所得，他可能還聽不懂呢，所以你要問說是不是有比較明確的條件
在，譬如說扣掉繳稅貸款以後，你對你自己現在身上能夠擁有的錢滿不滿意，或
是你要反過來問他會不會擔心錢會不夠用，類似這樣的問法，才能夠比較清楚的
問可支配所得，否則可支配所得也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因為完全聽不懂。
主持人：
如果按照剛陳俊明老師所講的，把他講得很細，錢通通都扣掉了，你覺得滿
意不滿意的話，那對於有錢人都很容易達，那如果是中低階層，他可能通通都是
負面的
A4：
但我的意思是說，我倒不是全部都只用單一的題目，我剛講的是以經濟收入
的概念，他底下也許還可以有好幾個面向。 一種情況是說我們選擇比較重要的，
就是跟政府的施政來講，像主計處也許要一些幸福指數，我們可能讓政府比較可
以著力的部分，這裡邊有一些比較個人的部分，這政府管不到的，那像是經濟收
入的部分或是工作情況的部分，那也許政府可以施力的地方比較多，那這個部分
的話，可能題目可以多加一兩題。
我的意思是說除了 general、overall 這樣的概念以外，我們再特別提幾個跟現
實的情況，政府實際上也希望讓大家有感的部分可以有些連結，可是問法上也不
是說你去貼政府的政策，好像在幫他背書，只是說從那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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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今天之所以要做一些跟過去比較不一樣的措施，也是意識到你問題必須
要從這個地方開始去面對，可能在過去上沒有真正去意識到這個問題。剛彭老師
在講到在課堂上問學生他會注意到幸福，我想這對政府來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訊
息，這個所謂的滿足與幸福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如果說這是很重要的改變，難
怪之前要大家去做幸福指數。簡言之，我們當然也擔心數據做出來都是負面的，
不是我們故意要去唱衰啦，擔心我們好的一面都沒有去看到，所以我才說在題目
的設計上，譬如生活便利。我的意思是讓這樣的結果出來，我們一方面是反應真
實，可能到時必須承認這個城鄉差異，到時候一交叉分析還是看得出來。這樣好
的或者是不好的都看的到，這個作用本來就是讓政府發覺一些現象後去加強，若
這些東西都是泛泛的，因此還要有一些政策上意涵。
A2：
我會覺得說你的題目，如果看 13 頁最後的統計，這應該叫做面向，而面向
下面要有很多題目叫做指標，也就是說假設說你的經濟收入也許有五個，我們用
德菲法挑出三個，或者甚至可以到十個，因為就我剛開始談的，可以讓那些使用
者再去挑，也就是說十個的話會更周延。
可是我們每一個面向下面沒有可能沒有更細的題目，我覺得不細的話，問出
來的東西可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居然要做這樣的事情，真的是實質上發現的，
我覺得是不可能就十個題目就問完，應該有更多的題目在經濟收入的下面，還有
就是生活幸福感，若我們整個都叫做幸福，那生活幸福感，我覺得這叫做命名，
我認為生活幸福感應該改成生活便利可能會比較好
主持人：生活幸福感是絕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是最後的總結，其他的都是在下
面的。
A2：那你怎麼可以把其他的都混在這裡面呢？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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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沒有權重關係、優先關係，只是呈現出來的情形而已，但是我必須說
最後的生活幸福感，最後調查出來公布的結果就叫做生活幸福感。
A2：
我的意思即是少了一個生活便利性，最後的總結當然是叫做生活幸福感。
主持人：
我們現在就先來討論有哪些面向可以增加或減少。
A2：
我覺得像是地方政府，我不清楚別的國家會去怎麼看這一塊；那像社區參與，
就是說像我們到廟裡面去做志工，以社區參與是否會較好？
主持人：
這題地方政府的用意是在說，一方面佐證施政滿意度，一方面也是要看大家
對地方政府滿不滿意。但是社區參與我覺得是有意思的。我覺得社區參與是人民
會最直接感覺到的東西。
而我現在是認為，有沒有可以加進去而更有意義一點，像我剛所說的宗教信
仰，不管怎樣宗教信仰就是出不來，在台灣來說的話，大家各信各的，沒有什麼
差別。剛提到生活便利性、社區參與興，我覺得都很重要，可以把它加進去。
A2：
若宗教信仰在台灣是非常不重要的，那有的人沒有宗教，但他有個信仰，但
他有自己的中心精神。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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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我們台灣人民不會因為有無宗教信仰，而直接跟生活幸
福感直接連結在一起。
A2：那宗教就不太重要了，但我們可以換一個精神層面的。
A4：認為政治權利的解釋應再更明確，應改為人民是否覺得自己有影響政府或
政治的權力。
A5：
我覺得主觀的東西，確實是主計處給你的資料裡面，確實是沒有想到的事
情，但是實際上如果主觀上他覺得 feel 不好，主計處覺得他做得再多、政府做
得再多事情也不太會有改變。
我覺得平衡起來講，主觀的東西是應該要納入考量，但是客觀的東西，對
政府來說，他不知道你的主觀感覺到底是根據什麼東西在變動的，所以這也變
成今天我們社會上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所有的政治人物是根據民調在治國，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事情。
也就是，你確實還是要有政治方向，以政策方向為主，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是：「我客觀作這些事情，哪些東西是真正會影響到民眾的感覺。」所以，這
兩個東西其實不應該完全把他拉開來說，因為對政治人物來說，如果你不清楚
你可以做什麼去影響民眾的感覺，那你就像無頭蒼蠅一樣，你就一天到晚在那
試，我不曉得我做了什麼。因為實際上來說我相信政府其實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為什麼民調一下子就掉了下來，或一下子上去，所以若沒有客觀的東西輔助，
你是沒有辦法在所謂的整體規劃上做什麼事情，所以客觀的東西絕對是必要
的。
只是你要去選擇說到底哪些客觀的東西，對民眾他會影響到他的感受，我
覺得這個部分有他困難之處，就是說如果我們基本上就客觀的這些資料，沒有
很細很細的去測量時，則相對的穩定度我覺得可能會有比較大的問題。我舉個
例子來講，我們民國 97、98 年做的研究，我們其實有用客觀的指標來看，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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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是民眾的東西，而客觀的資料都是一些大的，所以你要怎麼去做，我們
那時候收的資料已經是細到鄉鎮的，就是全國大概有 97%的鄉鎮資料我們都有，
所以我們可以把他切割到比較小的狀況，譬如，台北市的哪一個區，我們的那
些受試者，他們平均幸福感是什麼，但是我們找不到他的客觀指標是到什麼樣
的程度，我們能夠找到的客觀指標都是到縣市的，所以我們可以有每一個縣市
民眾平均的幸福狀態，那我們也有縣市的客觀的指標。同時，我們有去做一些
相關分析，大部分的結果就是我們社會上一直提到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多的
指標，它會告訴你自殺率、離婚率等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做出來發現我們只找到一個是對民眾的主觀幸福感，有影響的是綠地，
所以說起來他應該有一些在政治上面，怎麼樣去經營國家的方向上，如果能夠
有比較細的資料的話，我們才比較容易找出來到底在施政上面，方向要放在什
麼地方，那民眾的主觀上面，才比較會覺得他是幸福的。因為我的研究也都很
清楚的看到，民眾一定是會受兩塊東西的影響，一塊當然就是整體的東西，另
一塊當然就是他自我的那一塊，所以你們其實也看得出來，譬如他的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而這些東西其實他是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幸福的狀態。
另外還有一個是他自我修為的部分，所以宗教那個部分完全沒有看出來也
是很奇怪的。是因為問了大家可能就不太願意說，所以我們就是說其實今天社
會的變化，其實由某個程度來看宗教其實是有影響的，只是我們從現實來看，
譬如說台大這邊也有很多老師，其實你很清楚看到他有功成名就，可是為什麼
他會去嘗試學佛、參禪等，所以他也在找心靈的，這些一定都回歸到讓他的生
活或人生比較有意義有價值的。所以環境的那一塊，到底要做什麼東西會影響
到個人對於他來說比較重要的一些東西。
主持人補充：
你是否可以以你自己的經驗，最少是以台灣的情況來看的話，哪一些主觀
和客觀的因素讓你感覺是最明顯的。我們以分辨出三大面向，一是經濟就業、
一是個人綜合感覺、一是個人和其他人際關係的，而個人包含健康、家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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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一個是整體社會的治安、環境、地方政府，另一個是包含經濟、就
業等等。
A5：
所以現在這些面向，你們把它當作是大家主觀上對政治、環境有一種主觀
的感覺，因為這些都是主觀的東西嘛! 就是說你們現在主觀在測量，如果這樣
分就是有三塊，一個主觀的東西是對個人的健康、人際關係合起來的，另外一
個是對基本上生活環境的，還有一個就是經濟條件的，這幾個是在你們測量當
中存在的三個因素，但這三個因素他表示什麼東西，因為今天你在測量幸福的
時候，因為你的幸福感是放進去一起在作，所以幸福是什麼!
主持人補充：
我們是要更精闢的講出什麼樣的道理來解釋，特別是在台灣的幸福感，從
概念架構上來講的話，他有什麼邏輯。而我們已經作了這麼多了，比如說您剛
提到的宗教部分，難道不重要嗎?!今天特別找兩位來是因為你們都是有作長久
研究的，我想聽聽到底我們怎樣子來建構，縱然現在世界上已經有那麼多的研
究方法計算等等，但是台灣很可能就是不一樣
A1：
我在想這個問題，我上次去行政院開會，我同樣提一個問題說，要談幸福
這個東西，那你要測量的話，請問你對幸福的定義是什麼，因為你不知道定義，
就根本不知道要測什麼，好像主計處他們沒有把我這個提問寫在記錄裡面，實
際上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
在他們腦海裡面只有一個，這是總統說要做的，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 OECD
把他拷貝過來，那這樣才可以做國際比較。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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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說我們若要測量的話，我們也要問自己說我們到底對幸福的定義是
什麼，如果你不知道定義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測，你只是在那邊瞎子摸象，所以
我們如果可以比較清楚的把他定義出來的話，比較知道我們要測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說要先去把定義訂出來，因為我們都講很籠統的名詞叫幸福指數，
可是你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樣，或是和別人想的不一樣，那我們測的東西就
會五花八門，想法都不同。
主持人：
我們上禮拜花了很多時間來修改問卷的題目，也請民調專家從字眼上把它
翻成台語，看會不會聽到想要問的東西，所以基本上花了很多時間就是在討論
這個。
A1：
所以我說如果能夠比較，按照現在你們連想法至少也把他定義清楚，我覺
得至少有個範圍，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東西。另外是說我們要去思考到底測的
目的是什麼，還是說我們是要了解現況，還是要做什麼樣的比較，這也會影響
到我們到底要考量多少客觀和多少主觀。而其實我個人是認為我們把它叫做幸
福那其實主觀是比較重要，客觀是輔助。但現在主計處是說，客觀是主要指標，
其他叫做輔助指標，其實應該是要倒過來。
主持人：
這就是主計處和我們不同的想法，因為他們認為要可以比較，要有數據，
但事實上實際是這樣
A1：
我不反對去收集客觀數據，但是我們自己要看的是什麼，我們要的是了解
全面的現況的時候，我認為主觀是比較重要，而是客觀的去解釋輔助資料的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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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這樣才有辦法去解釋不丹大家都有幸福感且很高，但事實上我在任何機會
都講，我們做調查，我們做記者會發布都說，現在不丹開放，商場開放、觀光
開放，如果他真正開放到相當程度時，他們會看到怎麼外國都享受這麼好，比
他們務農還要好太多的話，那幸福指數一定馬上就降下來。他為什麼在之前幸
福感都那麼高，因為沒有得比較。
A1：
所以幸福也是看你跟誰比，在怎樣的情況，其實有也跟過去的自己、現在
的自己來比較，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比較的觀念。另外講到宗教的東西，我覺
得上次你們的問法略不適當，才會問出沒有結果，比如說他有沒有信仰，有的
人信得很深不見得是從信仰裡面得到安慰，而是得到害怕。
主持人：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來作修正的，現在有幾個問題，比方說我們的地方治安
就沒有什麼太明顯的結果，宗教也是。而宗教在台灣來講有個情況是，各信各
的，或比方像宗教不太會去影響到我們的政治。大致上來說的我們是政教分離，
也許也會跟我們在做調查的時候，感覺到你的幸福感會不會跟幸福感連結在一
起，我覺得這是要考慮的，或是要怎麼問法。可是在台灣就是天主教、基督教
算是比較清楚的信教，佛教與道教就不是那麼清楚了，可是這一部份的人是占
我們人口 70%以上的，這也是當初我們也不知道怎麼問會比較好一點。
A1：
因為我們講宗教就會比較有一些限制，如果我們把它叫做宗教或是信念。
若我們可以問你從你的宗教或是所信的信念得到滿足，因為有些人不見得有信
仰，有沒有信仰不見得代表滿足，或是得到心靈的安寧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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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數問卷建構
調查戶籍的原因。助理回答:在做民意調查時會比較方便。
A1: 若住的是在台北市，但他戶籍在南部，生活圈其實都在北部
主持人：
基本是是在做縣市調查時，他總是會跟戶籍地比較熟悉一點，他至少會知
道，比方說我是宜蘭人我還是會知道宜蘭是怎麼樣子。這有一點兩難啦
A1：
因為裡邊有提到居住地區的治安和住家附近的環境品質，這個就會有衝突。
因為生活方便、居住方便都會跟現在住的地方有關係
A1：環境品質指的是物理環境嗎? 與治安是否有重疊
主持人：
台灣情況是住家自己會管自己的，但是不會去管外面的，比方說外面的街
道你也不會去管它，像外面的街道公園等這些綜合起來的
A1: 所以他指的是比較物理的環境，與第九題沒有重疊
第 11 題，您認為一般人對政治的影響力滿不滿意?
主持人：
我們本來要問的是說你對於政治、權力滿不滿意，但問到自己的時候就很
複雜了，有的人認為我根本不能影響政治啊，講了沒有用。另外一方面，我目
前對於政治會不會有影響力，而他的指涉範圍太多了，最後我們討論的結果變
成說，你認為一般人對政治的影響力滿不滿意。字眼還是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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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因為我們本來是說您對一般人，就是普羅大眾對政治有沒有影響力，你
對這件事情滿不滿意? 可能用字上面還要斟酌一下怎樣才通順。
A1：可是你們背後假設是說他對於一般人的想法其實是反應自己的滿不滿意是
不是?
主持人：
最主要是要問認知，因為如果你問我說我對政治有沒有影響力，我可能會
說沒有，因為講了也是白講，可是你問我是我認為一般人對政治有沒有影響力，
那就不同了。我 refer 到參照對像，reference 就改變了，那這是一個比較綜合判
斷，比較不會有自己
A1: 那你們的假設是說有影響力表示是?
主持人：
影響力的滿意不滿意，意思背後是說如果滿意的話，一般的老百姓事實上
是可以影響到政治。
A1：那這樣比較幸福?
主持人：
當然，因為你有權力啊! 比如說你在大陸的話你根本不會有影響力啊，除
非你是黨員或高幹部可以影響，可是在台灣不一樣，一個人隨時都可以影響到
民主政治，個人就可以影響到，或是可以推動一個運動
A1: 可是你這裡談到的幸福感不是比較個人的嘛?他如果個人不覺得有影響力，
而是覺得別人有影響力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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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有影響力的話就夠了，民主政治的假設是：「人民是可以影響政
府的」，而這題主要是測人民到底滿意不滿意人民對於政治的影響力，字眼上
比較難去講清楚，我們再去請教陳俊明老師和民調專家，這題先這樣。
12 題 請問您對於居住的地方政府施政表現滿不滿意?
A1:這一題是不是跟第一題接近？
主持人：
第一題和十二題是蠻接近的，但是他是對於人的，是有差別，第一題是直
接對人，比方說朱立倫等等，十二題是針對整體政府
13 題 請問您對自己未來的發展樂不樂觀?
主持人：下面選項怪。把樂觀改過來
14 題 你對自己目前的學歷滿不滿意?
主持人：
這是我們新加的，有人提到怎麼沒有教育的問題，討論的結果是可以問的。
意思是說到底我對於我所擁有的學歷滿不滿意，有的人也許是一直都不滿意，
他也許就拿碩士和博士。但我們有想到另外一種情況，我只有國中學歷，可是
我現在很多錢，日子也過得不錯，我對我的學歷就很滿意，這樣我們就可以去
跟基本資料去做交叉比較，到底學歷跟生活的幸福感有沒有相關。
15 題 請問您對於您的生活方便性滿不滿意?
主持人：主要是對台灣來說，生活便利性是還蠻高的
16 題 請問您對您的社區參與情況滿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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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社區參與情況也討論很久，所謂的社區生活，有的人根本是住在大樓裡面
但是他完全沒有跟人互動。所以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就是現在對於所謂的置
空的情況已經接受得愈來愈普遍，這一題不太有把握會不會有意義的結果
A5: 請問您對於自己在社區參與上的頻率滿不滿意? 或程度
主持人：社區參與指涉的太過廣泛了，這題會比較有爭議
A5: 但社區參與確實在國外的幸福研究他確實是比較重要，社區的關係確實是
很有影響性的，因為主觀的東西基本上來說是很難定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定義，你沒有辦法在事前告訴他說所謂社區參與是什麼意思，所以在這個意思
之下你覺得你自己的參與是什麼，你沒有辦法做這個事情。可是社區參與是你
覺得跟社區之間的緊密度，你覺不覺得你跟某一件事是有關係的，就是你跟你
朋友、家人的關係，大環境的關係其實也是很重要
主持人：這題到底能不能用?
A5：
我覺得其實都可以。某個程度來說去 check，因為剛才說你們把所有東西全
部放在一起做因素分析的時候，我認為生活幸福感應該不能放在這裡，因為生
活幸福感其實是我們在這裡做研究裡頭一個非常重要的 dependent factor，我們
想要去了解大家對於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感是這樣子。
我們會有兩個層次的東西去看，因為幸福感真的是一個非常綜合性的東西，
你真的沒有辦法說幸福感他包含什麼，我的幸福感是不是真的包含這些東西，
也不見得，所以幸福感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東西，在國外這麼多幸福學的
研究，他基本上都是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在測量整體上的感覺。我們看到的
研究、這樣的測量等，然後我們看到很多的東西，基本上呈現的分布或趨勢也
都非常一致，所以其實這種測量由某個程度來講是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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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個幸福感，我為什麼會覺得是幸福，到底在我的生活當中有哪些條
件是會影響到我的主觀幸福感的，所以我會覺得生活幸福感的東西理論上不應
該把他跟這些放在一起，應該把他抽出來，這樣你才知道生活幸福感是比較受
個人因素的影響，還是受政治因素影響，還是經濟條件的影響，你會比較清楚
知道每一個人覺得幸福的東西，到底會是哪個方向。那些方向出來之後當然就
比較容易去更進一步的說，那客觀上頭有什麼東西是會影響到我們主觀，在這
些領域上面的。
主持人：
這題事實上是有些 tricky，我們最後把它放到 17 題，其實一個 17 題就可以
解決了，就是所謂的整體來講你覺得你目前的生活讓你覺得幸福的程度是幾分，
但是這個把它放到前面好呢，還是後面呢!按照您剛剛講的話，其實應該是在第
一題
A1：他其實可以獨立一題，然後不要跟其他題目放在一起。
主持人：
在電話訪問無法做到這樣。我們這個研究出來是很有意思的，中年危機是
存在的，女性是比較幸福感高的，這些以前在台灣是沒有實證資料的，我們這
次作出來是非常清楚
A5:
這些東西我們以前性別分析都有做出來，都存在，所以我就說很多時候透
過這樣不同的研究，那個 pattern 是很清楚的。女生通常都比男生幸福，最幸福
的往往是退休的人，最痛苦的人可能是 25-45 歲，是最不幸福的人。其實很多
的研究的 pattern 都存在的。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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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調查結果也是非常明確的，在 22 個縣市裡，最特別的兩個 pattern，
一個叫做偏遠地區，金門、馬祖、澎湖、台東、花蓮第一名，第二個就是客家
人比例比較多的縣市，新竹市、新竹縣、苗栗、花蓮，幸福感都非常高。現在
是因為我們已經作了一萬七千份的民調，才能夠這樣講。
A5: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蠻清楚的，當我們分出幾塊區域來作的時候，他其實就
是離島跟東部，相對來說幸福度就是比較高，然後南部東部北部，而我們那時
候樣本也很大，將盡快兩萬人，所以我就說其實各式各樣的調查都沒有太出乎
我意料。
A1:
第 14 題，你對你目前的學歷滿不滿意? 我們很少會這樣問的，因為學歷這
種東西其實是很間接的東西，可是如果我們說你的能力有沒有發揮，我覺得反
而更直接去問到他跟他直接有關係。
助理：這題會增加是因為我們原本題目沒有跟教育相關的，所以上一次是由關
秉寅老師建議說應該要放一題有關教育的，但是大家討論之後不知道要怎麼問
一個對教育的什麼東西滿不滿意。關秉寅老師很想要知道受訪者的學歷滿不滿
意，所以最後才會決定放這個題目
A1：
可是我覺得學歷跟幸福感很間接的
A5:
工作可不可以分兩塊來問，一塊就是對於你的工作滿不滿意，就是說他對
工作的滿意度到底是對他的收入滿意，還是對工作上的成就滿意，因為學歷的
部分其實轉過來的東西就是你在工作上頭，你覺不覺得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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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我們討論的結果就是有關於學歷部分，只是一個測試題，也就是說到底學
歷高的人滿意不滿意，學歷低的人滿不滿意，在作交叉分析說現在教育到底扮
演什麼樣的角色，前提條件其實大家都很了解，現在台灣大家學歷都很高了啦，
反而變成不是能夠區別的因素
A1: 所以你們調查的比例裡頭有多少是學生? 你們有排除什麼嗎? 比如說家庭
主婦、退休的也調查嗎?
主持人：
我們沒有特別排除。這有一點困難，因為要做分類，我們要不要考慮加一
條職業，若不是太困難就加一條職業調查，這樣的話把學生，或同類別的區分
出來。您剛講的工作的部分是?
A1:
就是兩個東西，因為你很籠統的說我對工作滿不滿意，可是你不能很清楚
知道到底是什麼，譬如說高科技他們錢賺得很多，那他對工作滿意也許是薪水
滿意，但他成就感不滿意，我覺得那個應該要區分，因為一個人會不會覺得幸
福快樂，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他覺得他發揮了他的潛力
助理: 上一次開會的時候，胡龍騰老師有提到工作適配性，就是你的能力在這
個工作上有沒有發揮獲得成就。
A5: 因為你說工作適配性是一般老百姓不容易回答的。
主持人：
我們也有討論了，但是很難拿來作比較。但是成就感我覺得會比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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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成就感是比較簡單一點，但是我不管做什麼層次的工作，但是我覺得有成
就感。
主持人：
但是要不要跟工作變成兩題，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仍然有第 5 題工作，然後
另外一題是工作成就感
A1: 那你就把第 5 題換掉，因為第 5 題光是薪水上面其實就跟收入有關係。
助理: 當初設計第 5 的時候主要是要問包括工作環境、收入、成就感及你自己
的感受，當你這樣問的時候，受訪者自然會去評估，然後加加減減之後他覺得
他對這個工作滿不滿意，那時候的考量是這樣，所以只有問對目前的工作滿不
滿意。
A5:
但是因為工作對於個人是比較直接的生活部分，而且對多數人來說都是占
非常大的比例，所以他的區分出來其實是可以讓我們在前一步做更多的事情，
譬如說他對他的薪水是滿意的，他賺錢夠他花，可能這個部份他是滿意的，但
是如果他對他整個工作環境是不滿意的；我今年有一個研究發現說，對有工作
的人來說，一個影響他覺得工作幸不幸福的因素是，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平衡
的東西，所以他的工作環境裡頭有可能是，雖然他錢賺得很多成就感很高，但
是他太累，工作生活是很不平衡的，那個可能也是。就像我們人際關係會問很
多嘛，因為我們覺得一個人會不會覺得幸福，他的人際關係是重要的，所以會
問他家庭、朋友。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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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題目不能夠太多啦! 因為一個題目下來基本上必須要每一個人都能夠
回答，這也是我們的困難。所以第 5 題看是要保留就這樣子，或是要另外加一
題成就感也可以啦!
A1:
因為我看這些題目其實大概有人際關係'、經濟、環境、身體健康，可是我
覺得蠻缺少一些心靈層次的東西，幾乎都沒看到。
主持人：
對於美國的問卷的話都還蠻簡單的，他們對宗教上整體來說是非常明顯的，
有所謂的宗教歸屬感的，但是在台灣就是沒有，這是最大的問題。
A1: 但是不管有沒有宗教都可以問，有關心靈寧靜等等
A5: 你覺得你的生命有意義嗎? 或是生活有意義嗎?
A1: 但是我們問過比較低教育水準的，他不懂是什麼意思，有關生命意義等等。
主持人：
我們列出這些題目，再請陳俊明老師來提供。那工作部分就不再改，成就
感把他納到生命有意義也還可以
總結: 以生活意義來問
A1:有問過沒有受過教育的嗎?
主持人：現在不可能啊，至少有小學
A1: 那老一輩 8、90 歲的
A5: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以問的是，大家覺得生活裡的友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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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是指人家對我有不友善嗎?
A5: 人跟人之間，因為我們這裡談到的都是跟你有關係的人，但是你走在馬路
上等等的，因為人家常說台灣人是很友善有人情味的
主持人：我們在字眼上是否要修改。
助理：國外的問法是，你在有難的時候，你覺得可以求救的對象有幾個有誰?
A5：因為那還是在看你有多少家人、朋友，但是我們其實會覺得生活很簡單的
方法是，陌生人是不是讓我覺得是很友善的，可是大家常來台灣，那些人常會
覺得台灣社會是友善的、有人情味的
助理: 您指涉的範圍是多廣，是指您在的縣市，還是您認為台灣這個地方
A5: 生活裡的
總結: 您對於社會上的人際友善性滿不滿意?
A1: 身體健康指的範圍會很籠統
主持人：我們有討論到健保、有沒有錢等等，最後還是問健康滿不滿意
A1: 也發覺現代人的睡眠品質不好會造成一些問題
17 題整體來說你覺得你目前的生活讓你幸福的程度是幾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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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2 幸福大調查 問卷
地區:請問您（本人）戶籍是設在那一個縣市？
北部地區
（1）台北市（2）新北市（3）基隆市（4）桃園縣
竹苗地區
（5）新竹縣（6）新竹市（7）苗栗縣
中彰投地區
（8）台中市（9）南投縣（10）彰化縣
雲嘉南地區
（11）雲林縣（12）嘉義縣（13）嘉義市（14）台南市
高屏地區
（15）高雄市（16）屏東縣
東部地區
（17）宜蘭縣（18）花蓮縣（19）台東縣
離島地區
（20）澎湖縣（21）金門縣（22）連江縣
1. 請問您給○○○（縣市首長）目前施政的滿意程度打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
滿，10 分是非常滿意？
2. 請問您給馬英九總統目前施政的滿意程度打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滿，10
分是非常滿意？
3. 請問在您對目前的「家庭關係」滿不滿意？（先問方向，再問強度，普通則
追問是偏向滿意或不滿意，以下問法相同）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4. 請問在您對目前「家庭經濟收入」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5. 請問您對目前「工作」情況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6. 請問您對目前「人際關係」滿不滿意？
（1）

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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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您對目前身體的「健康」狀況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8. 請問您對於居住地區「環境品質」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9. 請問您對於居住地區「治安」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0. 請問您對宗教或類似宗教的哲學，比方說民間信仰或儒家思想，是否有信
仰？
（1）非常信仰 （2）信仰 （3）普通 （4）不太信仰 （5）非常不信仰
11. 請問您對於目前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權利（像選舉權、公民投票權等）
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2. 請問您對於您居住的地方政府施政滿不滿意？
（1）非常滿意 （2）滿意 （3）普通 （4）不太滿意 （5）非常不滿意
13. 請問您對自己未來的發展狀況樂不樂觀？
（1）非常樂觀 （2）樂觀 （3）普通 （4）不太樂觀 （5）非常不樂觀
14. 綜合而言，您覺得目前的生活，帶給您的「幸福程度」有幾分，1 分代表非
常不幸福，10 分是非常幸福？
基本資料：
15. 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 以五歲做級距
（如果受訪者無法回答出生年，則改問現在幾歲， 並計算 96-年齡=出生年）
民國
年 （94）其他【如民國前，請訪員紀錄】
16.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小學（2）國中（3）高中職（4）專科（5）大學或研究所以上
17.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1）已婚（2）未婚（3）離婚（4）分居（5）喪偶
18. 請問您有沒有子女？
（1）沒有（2）有，____位
19. 由於研究的需要，需要了解您家庭每年總收入大約是多少？

175
幸福指數指標建構之研究

（1）未滿 30 萬元（2）30-未滿 40 萬元（3）40-未滿 60 萬元（4）60-未滿 80 萬
元（5）80-未滿 100 萬元（6）100-未滿 150 萬元（7）150 萬元以上
20. 受訪者性別？（1）男（2）女
＊＊＊我們的訪問到此結束，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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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2012 幸福大調查問卷題目與建議題目對照表
2012 年問卷題目
修正意見（新增或刪除）
1. 請問您給○○○（縣市首 本題目未修正。
長）目前施政的滿意程度
打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
滿，10 分是非常滿意？
2. 請問您給馬英九總統目
前施政的滿意程度打幾
分，1 分代表非常不滿，
10 分是非常滿意？

修改後題目
1.請問您給○○○（縣市首
長）目前施政的滿意程度打
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滿，
10 分是非常滿意？

本題目未修正。

2.請問您給馬英九總統目
前施政的滿意程度打幾
分，1 分代表非常不滿，10
分是非常滿意？

3. 請問您對目前的「家庭關 1.刪除「目前」
3.請問你對自己和家人的
係」滿不滿意？（先問方向， 2. 「家庭關係」改為「自 關係滿不滿意?
再問強度，普通則追問是偏 己和家人的關係」
向滿意或不滿意，以下問法
相同）
4. 請問您對目前「家庭經濟 1.刪除「目前」
4.請問你對自己的家庭經
收入」滿不滿意？
2.「家庭經濟收入」改為「自 濟狀況滿不滿意?
己的家庭經濟狀況」
5.請問您對目前「工作」情況 1. 「工作」情況改為目前 5.請問你對目前的工作滿
滿不滿意？
的工作
不滿意?
6. 請問您對目前「人際關係」 1.刪除「目前」
6. 請問您對自己和別人相
滿不滿意？
2. 「人際關係」改為「對 處的情況滿不滿意?
自己和別人相處的情況」
7.請問您對目前身體的「健 本題目未修正。
康」狀況滿不滿意？

7. 請問您對目前身體的健
康狀況滿不滿意?

8. 請問您對於居住地區「環 1. 2012 年版的第 8 題改為 8. 請問您對目前可以得到
境品質」滿不滿意？
修正版的第 10 題
的醫療照顧滿不滿意?
2. 新增「目前可以得到的
醫療照顧」
9. 請問您對於居住地區「治 本題未修正。
安」滿不滿意？

9. 請問您對於居住地區的
治安滿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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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您對宗教或類似宗 1.2012 年版第 10 題刪除
10.請問您對於住家附近的
教的哲學，比方說民間信仰 2.改為「住家附近的環境品 環境品質滿不滿意?
或儒家思想，是否有信仰？ 質」
11. 請問您對於目前所享有
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權利（像
選舉權、公民投票權等）滿
不滿意？

「享有的民主自由和政治 11. 在您看來，您對一般人
權利（像選舉權、公民投票 對政治的影響力滿不滿意?
權等）」改為「您對一般人
對政治的影響力」

12. 請問您對於您居住的地 1. 「地方政府施政」改為 12. 請問您對於居住的地
方政府施政滿不滿意？
「地方政府施政表現」，新 方政府施政表現滿不滿意?
增表現兩字
13. 請問您對自己未來的發 1.刪除「狀況」兩字。
展狀況樂不樂觀？

13. 請問對自己未來的發
展樂不樂觀?

14. 綜合而言，您覺得目前的 1. 新增題目：教育面向。

14. 你對自己目前的學歷

生活，帶給您的「幸福程度」 2. 2012 年版的第 14 題改為 滿不滿意?
有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幸 修正版的第 17 題。
福，10 分是非常幸福？
新增題目：生活便利性面向 15. 請問您對於您的生活
方便性滿不滿意?
新增題目：社區參與面向

16. 請問您對於您的社區
參與情況滿不滿意?

新增面向：人際友善性

17.請問您對於台灣社會的
人情味滿不滿意?

新增面向：生活/生命意義

18.請問您對於您的生活或
生存的意義滿不滿意?

2012 年版的第 14 題。

15.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生？

19.整體來說，你覺得你目
前的生活讓你幸福的程度
是幾分，1 分代表非常不幸
福，10 分是非常幸福？
20. 請問您是民國幾年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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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分列碩士和博士選項。
（1）小學（2）國中（3）高
中職（4）專科（5）大學或研
究所以上
新增職業問項。

2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小學（2）國中（3）
高中職（4）專科（5）大學
（6）碩士（7）博士
22. 請問您的職業是：(1)
軍 公 教 (2) 私 部 門 管 理 階
層、雇主、專業人員、自營
商、高階與中階白領(3)私
部門職員與買賣業務、低階
白領(4)私部門勞工(5)農林
漁牧(6)家管(7)無業

17.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本題目未修正。
（1）已婚（2）未婚（3）離
婚（4）分居（5）喪偶

23. 請問您的婚姻狀況？
（1）已婚（2）未婚（3）
離婚（4）分居（5）喪偶

18.請問您有沒有子女？
（1）沒有（2）有，____位

本題目未修正。

24. 請問您有沒有子女？
（1）沒有（2）有，____
位

19.由於研究的需要，需要了 本題目未修正。
解您家庭每年總收入大約是
多少？

25.由於研究的需要，需要
了解您家庭每年總收入大
約是多少？

20.受訪者性別？（1）男（2） 本題目未修正。
女

26.受訪者性別？（1）男（2）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簡介
緣起與成立
臺灣民主轉型成功，不僅是兩千三百萬臺灣人民值得驕傲的歷史性成就，更是國際社會讚賞的焦點。
此一轉型並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而是經歷了一段漫長的爭自由、爭人權的過程。這段歷史見證吾人追求
民主、人權之過程。
基此，為積極鞏固我國民主與人權進步實績、回饋國際對我長期的堅定支持與協助，同時藉由參與全
球民主力量網路的聯繫，促進我國參與全球民主政黨及相關組織之活動，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之設立
理念於焉成型。
外交部自二○○二年即積極推動籌設，經過長期資料蒐整及審慎評估後，結合我國產、官、學及民間
等各方面人力、經驗與資金，在朝野各政黨之支持下，於二○○三年元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預算。二○○
三年六月十七日，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在召開首屆董事暨監察人會議後正式成立，立法院王院長金平
獲推舉擔任首屆董事長。依照章程規定，十五位董事分別依照比例，由來自政府、政黨、學界、非政府組
織，以及企業界的代表出任。

宗旨
做為亞洲地區所建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基本理念是在全民共識的基礎上，
建立一個永續經營、具遠景並運作透明化的超黨派機構，透過凝聚政黨、民間組織力量，共同為擴大臺灣
參與全球民主接軌及鞏固民主實績而努力。
依照章程，基金會設立宗旨包括：

與民主國家相關社團、政黨、智庫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建構合作夥伴關係，並與國際民主
力量接軌，有效凝集世界民主力量，拓展我國國際活動空間。

支持亞洲及世界各地之民主化，與全球各地民主領袖建立密切合作及聯繫網絡，並致力推動全
球民主發展。

透過全球學術界、智庫、國會、政黨等管道推動民主教育及國際交流，提升臺灣民主素質，鞏
固民主發展。

工作方向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係由政府贊助設立，惟仍屬獨立運作的、超黨派的組織，依據章程，基金會
得接受國內外民間捐款。基金會三分之一預算保留作為各主要政黨申請從事國內、外民主人權相關活動之
用；其餘三分之二則作為推動各項業務之經費。
本會業務推動範圍包括：

推動與世界各國民主組織建立結盟關係。

支持國內外學術界、智庫、民間非政府組織推展有關民主與人權之活動。

支援國內各政黨從事國會外交及國際民主交流活動。

發掘國內外民主發展問題、研發政策並發行書刊。

推動有關民主、人權之研討會，舉辦公共論壇及相關民主教育活動。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Background
Taiwan’s peaceful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accomplishment for its twenty-three million
people, but a landmark in the worldwide spread of democracy. Only after years of struggle and effort could this
transformation take place. We must never forget this history, for it shapes the cornerston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the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inter-related, two-tracked mission in mind. Domestically, the TFD
strive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aiwan’s democracy and fortifying its commitment to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ly, the Foundation hopes to become a strong link in the world’s democratic network, joining forces
with related organ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years, Taiwan has received valuable long-term assistance
and stalwar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it is now time to repay that community for all of its
efforts.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itiated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project in 2002. After much
research and careful evaluation, the Ministry integrated the required resources from many sectors of society. In
January 2003, the Ministry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all political parties to pass the budget for the Foundation in the
legislature. The TFD formally came into being on June 17, 2003, with its first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and Supervisory Board. At that meeting, Legislative Yuan President Wang Jin-pyng was elected its first chairman.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TFD is governed by a total of fifteen trustees and five supervisor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parties, the government, academ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business sector.

Mission
The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TFD) is the first democracy assistance foundation to be established in
Asia, and is devoted to strengthen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aiwan and abroad. Its primary concerns are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promote democracy in Asi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emocratic network.
The TFD will put its ideals into practice through farsighted, transparent, and non-partisan management. Building
on the strength of both political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the TFD will enable Taiwan to posi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worldwide movement for democracy.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s mission is as follows: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trengthen democracy around the globe and expand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Support democratization in Asi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establishing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leaders of
the world’s democracies and cooperative partnerships with civil society groups, political parties, think tank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Elevate Taiwan’s democracy and further consolidate it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education in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mong academic circles, think tanks, parliamen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rom the world over.

Our Tasks
The primacy source of funding for the TFD is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is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non-partisan, and non-profit. According to its By-laws, the Foundation may accep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nations. One-third of its budget is reserved for Taiwan’s political parties, supporting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initiatives that are in line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TFD. The remaining budget is used for the TFD core
activities, including: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ed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ipating actively in the global promotion of democracy and supporting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Supporting democracy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NGO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romoting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olding seminars, workshops, conferenc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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