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民眾日常使用運具狀況調查
問卷
1. (市話樣本)請問您是否擁有行動電話？
□(1)有
□(2)沒有
1. (行動電話樣本)請問您居住處是否有市內電話？
□(1)有
□(2)沒有
2. 請問您年滿 15 歲了嗎？
□(1)有(接問第 3 題)
□(2)沒有(無效樣本，停問)
3. 請問您居住的縣市(請訪員點選)及鄉(鎮、市、區) (請訪員點選)
4. 請問您的戶籍縣市(請訪員點選)
5. 請問您在上班或上學嗎？
□(1)僅上班(接問第 5-1 題)
□(2)僅上學(跳問第 6 題)
□(3)兩者皆有(接問第 5-1 題)
□(4)兩者皆無(跳問第 6 題)
5-1 請問您的工作需要載客或送貨或執行勤務嗎？
□是(如:計程車司機、公車司機、快遞人員、送貨員、遊覽車司機、消
防員及警察等會使用公務汽機車的工作)
□否
訪員說明：接下來，我們會詢問您一些有關您昨天外出的旅程…
6. 請問您昨天有沒有外出？
□(1)有外出(接問第 7 題) □(2)沒有外出(跳問第 8 題)
第 7 題主要希望訪員能記錄下來每位受訪者之 1 日日誌如下：
住家or
出發地

※ 搭乘那些交通工具
(含走路)
※ 每個運具使用多少
時間

※搭乘那些交通工具
(含走路)
※ 每個運具使用多少
時間

目的地 1

※搭乘那些交通工具
(含走路)
※ 每個運具使用多少
時間

目的地 3

目的地 2

※搭乘那些交通工具
(含走路)
※ 每個運具使用多少
時間

7. (由訪員引導受訪者回憶昨天的行程並加以記錄)
如受訪者第 5-1 題回答者，(即計程車司機、公車司機、快遞人員、送貨
員、遊覽車司機、消防員及警察等會使用公務汽、機車的工作)，只問其
上、下班及私人外出的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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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您可以稍微依時間順序敘述一下昨天一整天外出所從事的活動嗎?如上下
班、上下學、補習、買菜、逛街、接送小孩(老人)……。(可複選)
第 1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第 2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第 3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第 4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第 5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第 6 個目的:

(請訪員點選)

………
※ 若第 1 個旅程(trip)為回家，則追問當初是什麼目的引發外出，而
使得昨天才回家的。
【針對 7-1 題回答的目的，逐一詢問 7-2A 至 7-4 題】
7-2A.您昨天是從家裡出發去(代入 7-1 之答案)？
(若不是從家裡出發，則追問)是從(請訪員點選)縣市及(請訪員點選)鄉
(鎮、市、區)出發去(代入 7-1 之答案)？
7-2B.您去(代入 7-1 之答案)的地點是？(請訪員點選)縣市，
(請訪員點選)鄉(鎮、市、區)

7-2C.您出發去(代入 7-1 之答案)的時間是？
□(1)7 時以前

□(2)7 時~未滿 9 時

□(3)9 時~未滿 17 時

□(4)17 時~未滿 19 時 □(5)19 時~未滿 22 時 □(6)22 時以後
7-3.您是怎麼去(代入 7-1 之答案)？(可複選)
訪員說明：請描述您曾搭乘過的運具；若運具為「自用小客車」、「機車」
或「共享機動運具」，請加問是否為「電能車輛」。
第 1 個運具:

(請訪員點選運具之選項)

第 2 個運具:

(請訪員點選運具之選項)

……
※若回答之數個運具中有搭配步行，請訪員追問每次步行是否超過 500 公
尺(約走路 8 分鐘)。
7-4.請問您去(代入 7-1 之答案)搭乘
(重複問 7-3 回答之運具)

(代入 7-3 之第 1 個運具)花了多少分鐘？
(代入 7-3 之第 2 個運具)花了多少分鐘？
(代入 7-3 之第 3 個運具)花了多少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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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問您家中有

輛自用汽車，

輛機車，

輛自行車？

9. 受訪者性別：
□(1)男

□(2)女

10. 請問您的年齡是：
□(1)15-未滿 18 歲

□(2)18-未滿 20 歲

□(3)20-未滿 25 歲

□(4)25-未滿 30 歲

□(5)30-未滿 35 歲

□(6)35-未滿 40 歲

□(7)40-未滿 45 歲

□(8)45-未滿 50 歲

□(9)50-未滿 55 歲

□(10)55-未滿 60 歲

□(11)60-未滿 65 歲

□(12)65-未滿 70 歲

□(13)70-未滿 75 歲

□(14)75 歲及以上

11. 請問您目前是從事哪種行業的工作：
有工作者：
□(1)農林漁牧業
□(2)工業
□(3)批發及零售業、住宿及餐飲業
□(4)服務業(不含(3)項行業)
□(5)軍公教
□(6)學生(部分工時就業者)
無工作者：
□(7)料理家事

□(8)退休人員

□(9)學生

□(10)其他(請訪員填寫)

12. 請問您是否擁有機車駕照？

□(1)有

□(2)沒有

13.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以下教育程度均含肄業)
□(1)小學及以下

□(2)國(初)中

□(3)高中(職)

□(4)專科

□(5)大學

□(6)研究所及以上

14.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之個人總所得(含任何收入及津貼、退休金)大約為:
□(1)無收入

□(2) 未滿2 萬元

□(3) 2 萬-未滿4 萬元

□(4) 4 萬-未滿7 萬元

□(5) 7 萬-未滿10 萬元

□(6) 10 萬-未滿15 萬元

□(7) 15 萬-未滿20 萬元

□(8) 20 萬元及以上

□(9)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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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之各選項
1. 縣市選項
□(1)新北市
□(5)臺南市
□(9)苗栗縣
□(13)嘉義縣
□(17)澎湖縣
□(21)金門縣

□(2)臺北市
□(6)高雄市
□(10)彰化縣
□(14)屏東縣
□(18)基隆市
□(22)連江縣

□(3)桃園市
□(7)宜蘭縣
□(11)南投縣
□(15)臺東縣
□(19)新竹市

□(4)臺中市
□(8)新竹縣
□(12)雲林縣
□(16)花蓮縣
□(20)嘉義市

2. 目的選項
(1)通勤 (含上班、下班)。
(2)通學 (含上學、下學、學校圖書館等)。
(3)公(商)務 (含外出開會、出差、拜訪客戶、推銷保險、推銷商品等)。
(4)購物 (含買菜、加油、大賣場、百貨公司、逛街等)。
(5)家庭及個人活動 (含探親、參加婚禮、剪頭髮、接送家人(親友)、補
習、看病、訪友、聚餐等)。
(6)休閒 (含健身房、運動、度假、看體育競賽、博物館、公園、音樂會
/演唱會、電影院、KTV、看展覽等)。
(7)其他。
3. 運具選項
□(1)飛機
□(2)高鐵
□(3)臺鐵
□(4)國道客運
□(5)一般公路客運
□(6)捷運(含輕軌)
□(7)市區公車(含免費公車、復康巴士)
□(8)計程車(含車隊叫車、多元化計程車)
□(9)交通車
□(10)渡輪
□(11)自用小客車(含租賃及租賃附駕、共享汽車)
□(12)機車(含共享機車)
□(13)其他私人機動運具
□(14)自行車(含公共自行車)
□(15)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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