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本編號：
受訪者性別： □男

電話號碼：（

）

訪員編號：

□女

訪問使用語言：□1.台語 □2.國語

□3.客語

□4.國台語 □5.國客語

您覺得受訪者回答問題的可信度：□1.大部份不可信

□2.有些不可信

□3.大致可信

□4.非常可信

＊計畫名稱：茶與身體感
＊計畫主持人：余舜德教授、顏學誠教授
＊委託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訪問地區：台灣地區
＊訪問對象：有購買或飲用原片茶葉的消費者
＊若受訪者有任何疑問，白天請打 02-27884188 轉分機 308
晚上請打 02-27884188 轉分機 633

找廖小姐
找當日督導

＊＊＊＊＊＊＊＊＊＊＊＊＊＊＊＊＊＊＊＊＊＊＊＊＊＊＊＊＊＊＊＊＊＊＊＊＊＊＊＊
您好，這裡是台北中央研究院，我們為了瞭解民眾對茶葉的看法，正在進行一項電話訪問。
可不可以耽誤您幾分鐘，跟您請教一些問題：謝謝！
請問這是住家的電話嗎？
（不是==>因為我們訪問的對象是住家，以後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請問家中平常買不買或喝不喝茶葉？
(不買==>因為我們這次是要訪問購買茶葉或平常有在喝的人，以後有機會再訪問您，謝謝！)
可不可以請家中 18 歲以上，民國 76 年底以前出生，主要購買茶葉或平常有在喝茶的人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我們想
跟他(她)進行一個簡單的電話訪問！（若指定受訪者目前不在，請進行當日約訪或隔日約訪）
＊＊＊＊＊＊＊＊＊＊＊＊＊＊＊＊＊＊＊＊＊＊＊＊＊＊＊＊＊＊＊＊＊＊＊＊＊＊＊＊
１請問您是茶商或茶農嗎？【若是，則請中止訪問，點選０１無合格受訪者】
請問您是民國那一年出生的？ ____ 年
【只訪問民國 76 年 12 月底以前出生者】
【民國前出生為 96；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２請問您家中喝茶人口有多少人＿＿＿＿＿＿（茶包算，罐裝包裝茶不算）
【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３請問您喝茶的習慣是如何？
(1)幾乎天天喝
(3)3-4 天喝一次
(6)一個月一次

(2)2-3 天喝一次
(4)一個月兩三次
(7)不一定多久喝一次

４請問您平常最喜歡喝哪一種茶？（請訪員唸出選項）
(1)綠茶
(2)文山包種
(3)烏龍（包括高山茶）
(4) 鐵觀音
(5)東方美人（或叫做白毫烏龍）
(6) 普洱茶
(7)龍井
(8) 碧螺春
(9) 紅茶
(10) 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５請問您喝茶主要是用茶包還是茶葉泡茶？
(1)茶袋/茶包
(2)茶葉
(3)一半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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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請問您會用紫砂壺或瓷器的茶具（也就是所謂的老人茶茶具）泡茶嗎？
(1)會
(2)不會
７請問您會不會自己泡或購買普洱茶？
(1)會
(2)不會（若不會，請跳到 29 題）
８請問您日常喝茶的習慣是喝什麼茶？
(1)只喝普洱
(2)以普洱為主，但也喝其他茶
(3)以其他茶類為主，但也喝普洱
(4)會喝普洱茶，但非常少喝（請跳到第 10 題）
９請問您喝普洱茶大約有幾年(不到一年者請輸入 1 年) ？
【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１０請問您一天中會有哪些特定的時段習慣喝普洱茶嗎？(可複選)
(1)上午
(2)下午
(3)晚上
(4)沒有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１１請問您喝普洱茶，主要是生茶或熟茶？
(1)生茶
(2)熟茶
(3)都喝
(7)不清楚生熟茶的區分
１２請問您約喝過多少種的普洱茶?
(1)5 種以下
(3)11 至 30 種
(5)61 種以上
(8)拒答

(2)5 至 10 種
(4)31 至 60 種
(7)不知道

１３那您個人擁有的茶餅、茶磚、沱茶數量約有多少個？(強調大約數量)
(01)不到 5 個，一般都是喝完再買(請跳到 16 題)
(02)5 至 20 個(請跳到 16 題)
(03)21 至 50 個
(04)51 至 100 個
(05)101 至 300 個
(06)301 至 500 個
(07)501 個（含以上）
(97)不知道(請跳到 16 題)
(98)拒答(請跳到 16 題)
１４（若 20 個以上）那您手上約有多少種普洱茶？（不同生熟度、不同年代、不同形狀都算不同種）
(1)10 種以下
(2)10 至 20 種
(3)21 至 50 種
(4)51 種以上
(7)不知道
(8)拒答
１５請問您為何會藏有這麼多的普洱茶？（可複選）
(1)普洱茶種類多，想品嚐各種口味 (2)想收藏一完整系列的普洱茶
(3)普洱茶增值很快值得投資
(4)存一些茶將來自己享用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１６您常飲用哪個等級的普洱？ （可複選）
(1)號字級（如江城號、同慶號）
(2)印字級（如紅印、綠印）
(3)30 年陳期普洱左右
(4)20 年陳期普洱左右
(5)10 年以下普洱
(6)新茶
(7)不懂得這些區分
１７您最喜歡（或喝過最好）的茶餅、磚、或沱是什麼（名稱）＿＿＿【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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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您所擁有的普洱茶中價位最高的是什麼（名稱）？＿＿＿【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１９您相信普洱茶書上茶譜所羅列號字級茶（如同慶號、同興號）真正存在嗎？
(1)相信，少數專業茶商與藏家仍有這些茶品
(2) 相信，我自己就有收藏
(3)不相信，這些茶只是茶商宣傳的手法，哪有這麼久的老茶 (4)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２０請問您會如何選購普洱？
(1)主要依賴信賴茶商或朋友的推薦
(3)根據茶書/雜誌學得的知識判斷

(2)依靠自己試茶後判斷
(4)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２１您覺得普洱茶和烏龍茶比較的話，哪一種比較好了解（入門）？
(1)烏龍茶比較容易了解
(2)普洱茶比較容易了解
(3)兩者差不多
２２與烏龍茶比較，您覺得品嚐普洱茶和烏龍茶最大的差異在哪裡？（請提示選項）
(1)韻味
(2)香氣
(3)氣感
(4)沒什麼差別
(5)其他
【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7)不知道
２３您覺得茶書上描述之普洱茶的滋味（韻味、香氣、氣感）能夠品嚐得到嗎？
(1)茶書所述與自己的經驗差不多
(2)自己能夠品嚐到部分，有些較為深奧的部分需要參考專家的說法
(3)茶書所描述的太玄了，自己難以品嚐到
(4)沒看過普洱茶書
２４您覺得普洱茶的「陳期」（普洱茶陳放的時間）能夠經由品嚐判斷嗎？
(1)能、只要有長期經驗就能夠大略判斷
(2)不可能，只能聽茶商的建議
(3)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２５您能夠接受入過濕倉的茶嗎？
(1)可以，是否入過倉品嚐上沒有差別，所以不重要 (2)可以，只要沒有霉味，能夠接受入過倉的普洱
(3)不可以，入過倉會影響品質，難以接受
(4)不知道濕倉乾倉的差別
２６請問您認為純正的陳年普洱茶是由生茶陳放的，而熟茶不是？（請提示選項）
(1)只有生茶陳放的才是純正的陳年普洱
(2)兩者都可稱為陳年普洱茶，但滋味非常不同
(3)兩者都可稱為陳年普洱茶，但品嚐上沒有多大差異
(4)不知道生熟茶的區分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２７您認為陳年生茶的價值較熟茶高或低？(指普洱茶)
(1)高
(2)低
(3)一樣
(7)不知道
２８請問您花了多少時間瞭解普洱茶？（問完，請跳接 43 題）
(1)剛入門，尚未瞭解
(2)約 1 年就足夠瞭解普洱
(3)約兩年
(4)約三年
(5)三年以上
(6)很長的時間，至今仍無法全盤瞭解
(7)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２９請問您不喝普洱茶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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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知道或不熟悉普洱茶
(2)不喜歡普洱茶的味道
(3)普洱價位太高
(4)沒喝過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３０請問您喝其他種大陸製造的茶葉嗎？
(1)喝
(2)不喝(跳到 33 題)
(7)不知道(跳到 34 題)

３１您平常會購買大陸的哪一種茶？（多選）
(1)龍井
(2)鐵觀音
(3)烏龍
(4)岩茶
(5)碧螺春 (6)會喝，但幾乎不買大陸茶
(7)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３２就您的喝茶經驗或印象，您覺得台灣茶的品質比較好、大陸茶的品質比較好，還是差不多？（請跳接 34 題）
(1)台灣茶比較好
(2)大陸茶比較好
(3)差不多
(4)難以比較
(7)不知道
３３請問您不喝大陸茶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1)品質不好（如澀、香味不佳）
(2)有農藥問題
(3)價格太貴
(4) 不衛生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３４請問您平常招待客人主要用何種飲料（指非吃飯的場合）？（多選）
(1)開水或包裝水
(2)茶葉/茶包
(3)汽水或果汁
(4)咖啡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３５請問您平常選購那個價位的茶？ （複選）
(1)一斤 600 元以下
(2)一斤 601 至 1000 元
(3)一斤 1001 元至 1500 元 (4)一斤 1501 元至 2000 元
(5)一斤 2001 元至 3000 元 (6)一斤 3001 至 4000 元
(7)一斤 4001 元至 6000 元 (8)一斤 6001 元以上
(97)不知道
(98)拒答
３６請問您會購買比賽茶嗎？
(1)會
(2)不會(跳到 38 題）
(8)拒答(跳到 38 題）
３７請問您購買的比賽茶主要用途是什麼？
(1)自己喝
(2)送禮
(3)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３８台灣人習慣食物有冷熱（或寒燥）之分，如白蘿蔔是冷的而羊肉是熱的，您覺得茶葉也有冷熱之分嗎？
(1)有
(2)沒有(跳到 40 題）
(7)不知道(跳到 4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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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您覺得有哪種茶喝起來讓你覺得是冷（寒、涼）的，請舉一個或兩個例子，
那是否有哪種是屬於溫或燥的，請舉一個或兩個例子。
【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1) 覺得冷（寒、涼）的茶＿＿＿【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2) 覺得溫或燥的茶＿＿＿【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４０請問您習慣在不同季節喝不同種的茶嗎？ （可提示選項）
(1)沒有，一年四季喝同種茶（若沒有則跳到 42 題）
(2)沒有，其他原因
【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若沒有則跳到 42 題）
(3)隨著季節而有偏好------那您春夏天喜歡喝＿＿＿＿茶，秋冬天喜歡喝＿＿＿＿＿【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
表上】
(4)不一定
(5)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４１請問您不同的季節會喜歡喝不同種的茶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可複選）
(1)我在不同季節對茶的味道有偏好（如春夏喜歡清香，秋冬喜歡濃厚的口味）
(2)配合身體在不同季節的反應
(3)茶有季節性特色（如春茶較香，冬茶喉韻好）
(4)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４２您有聽過陳年烏龍或包種嗎？
(1) 聽過
(2) 沒聽過
４３受訪者性別？(由訪員自填)
(1)女
(2)男
４４請問您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01)不識字

(02)識字但未入學

(05)高中職

(06)專科

(03)小學
(07)大學

(09)其他＿＿＿【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04)初/國中
(08)研究所及以上

(97)不知道

(98)拒答

４５請問您目前的職業是什麼？(請詳細詢問行業、職位，並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中)
(1)受訪者有工作且願意回答：行業＿＿＿職位＿＿＿＿ (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中)
(2)受訪者有工作但不願回答
(3)學生
(4)家庭主婦
(5)退休
(6)失業/沒有工作
(7)其他（請記錄在開放記錄表中） (8)拒答
４６您的個人月收入是多少？
(01)沒有收入或 3 萬以下
(02)3 萬以上不到 5 萬
(03)5 萬以上不到 7 萬
(04)7 萬以上 不到 10 萬
(05)10 萬以上-不到 13 萬
(06)13 萬以上-不到 16 萬
(07)16 萬以上
(97)不知道
(98)拒答
４７請問您的婚姻狀況是未婚、已婚、離婚、分居、還是喪偶？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分居

(5)寡居(喪偶)

(6)其他(請說明)
(8)拒答
４８請問您父親是台灣客家人、台灣閩南人、大陸各省市還是原住民？
(1)台灣客家人

(2) 台灣閩南人

(3)大陸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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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原住民

(5)其他(請說明)

(7)不知道

(8)拒答

４９請問，不包含自己在內，跟您同住在一起的人共______位？【不知道為 97；拒答為 98】
５０請問這支電話的地區是哪裡？
(01) 台北市

(02) 台北縣〈跳答 52〉

(03) 基隆市〈跳答 53〉

(04) 桃園縣〈跳答 54〉

(05) 新竹市〈跳答 55〉

(06) 台中縣〈跳答 56〉

(07) 台中市〈跳答 57〉

(08) 嘉義市〈跳答 58〉

(09) 台南縣〈跳答 59〉

(10) 台南市〈跳答 60〉

(11) 高雄縣〈跳答 61〉

(12) 高雄市〈跳答 62〉

(13) 屏東縣〈跳答 63〉

(14) 宜蘭縣〈跳答 64〉

(15) 花蓮縣〈跳答 65〉

(16) 其他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１請問是台北市的哪一區？
(01) 中正區

(02) 大同區

(03) 中山區

(04) 松山區

(05) 大安區

(06) 萬華區

(07) 信義區

(08) 士林區

(09) 北投區

(10) 內湖區

(11) 南港區

(12) 文山區

(97) 不知道

(98) 拒答

(1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５２請問是台北縣的哪個鄉鎮市?
(01) 板橋市
(05) 永和市
(09) 新莊市

(02) 汐止市
(06) 中和市
(10) 蘆洲市

(1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03) 深坑鄉
(07) 土城市

(04) 新店市
(08) 三重市

(11) 淡水鎮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３請問是基隆市的哪一區？
(01) 仁愛區

(02) 信義區

(05) 安樂區

(06) 暖暖區

(07)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03) 中正區

(04) 中山區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４ 請問是桃園縣的哪個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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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桃園市

(0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５請問是新竹市的哪一區？
(1) 東區

(2) 北區

(7) 不知道

(8) 拒答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５６ 請問是台中縣的哪個鄉鎮市?
(01) 大里市

(0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７請問是台中市的哪一區？
(01) 中區

(02) 東區

(05) 南區

(06) 北屯區

(03) 西區

(09)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04) 北區

(07) 西屯區

(08) 南屯區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５８ 請問是嘉義市的哪一區？
(1) 東區

(2) 西區

(7) 不知道

(8) 拒答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５９請問是台南縣的哪個鄉鎮市？
(1) 新營市

(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7) 不知道

(8) 拒答

６０ 請問是台南市的哪一區？
(1) 東區

(2) 北區

(3) 南區

(5) 中西區

(6)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7) 不知道

(8) 拒答

(4) 安平區

６１ 請問是高雄縣的哪個鄉鎮市？
(1) 鳳山市

(2) 鳥松鄉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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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不知道

(8) 拒答

６２ 請問是高雄市的哪一區？
(01) 新興區

(02) 前金區

(03) 苓雅區

(04) 鹽埕區

(05) 鼓山區

(06) 旗津區

(07) 前鎮區

(08) 三民區

(97) 不知道

(98) 拒答

(09) 左營區
(10)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６３ 請問是屏東縣的哪個鄉鎮市？
(01) 屏東市 (02)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６４請問是宜蘭縣的哪個鄉鎮市?
(01) 宜蘭市

(02) 羅東鎮

(0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97) 不知道

(98) 拒答

６５請問是花蓮縣的哪個鄉鎮市？
(1) 花蓮市

(2) 吉安鄉

(7) 不知道

(8) 拒答

(3)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６６請問您所認識的朋友中，有沒有人在喝普洱茶？
(1)有且可提供姓名_______及電話___________【請鍵入或紀錄在開放紀錄表上】
(2)有，但不願意提供
(3)沒有
(7)不知道
(8)拒答

********我們的訪問到此結束，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中研院祝您健康快樂！********
如遇受訪者對訪問內容有任何疑問時，可請受訪者來電詢問。
白天：27884188#308
晚上：27884188#633
樣本編號：
受訪者性別： □男

電話號碼：（

）

訪員編號：

□女

訪問使用語言：□1.台語 □2.國語

□3.客語

□4.國台語 □5.國客語

您覺得受訪者回答問題的可信度：□1.大部份不可信

□2.有些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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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致可信

□4.非常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