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熱浪對個人與社區的影響

（本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究參考，個人資料絕不公開）

◎訪員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訪者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訪問開始時間：西元 2013 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______分（24 小時制）

問卷 A
熱浪對個人與社區的影響

問卷A
A、基本狀況
A1. 性別：□(01)男性

□(02)女性

A2. 請問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民國

年（以身份證上為主）

A3. 請問您父親是哪裡人？（請訪員唸出選項）
□(01)台灣閩南人
□(02)台灣客家人
□(04)台灣原住民
□(05)其他(請說明)

□(03)大陸各省市

A4. 請問您的最高教育程度為？（指有正式文憑的學歷，含畢業、肄業、就學中）
□(01)無(不識字)
□(02)小學及以下
□(03)國(初)中、初職
□(04)高中(職)、士官學校
□(05)專科(二專、三專、五專)
□(06)技術學院、大學(含科大)
□(07)研究所及以上
□(08)其他(請說明)
A5. 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是單身且從沒有結過婚、同居、已婚有偶、離婚、分居還是配偶去世？
□(01)單身且從沒有結過婚
□(02)同居
□(03)已婚有偶
（提示卡1）
□(04)離婚
□(05)分居
□(06)配偶去世
□(07)其他(請說明)
A6. 請問您的宗教信仰？（提示卡2）
□(01)佛教
□(02)道教
□(04)一貫道
□(05)回教
□(07)基督教
□(08)無宗教信仰
A7. 請問您住家有幾台冷氣或中央空調？

□(03)民間信仰
□(06)天主教
□(09)其他(請說明)
台（範圍：0-15台）

A8. 請問您容不容易流汗？（兩階段問法)
□(01)很容易
□(02)還算容易
□(03)不太容易

□(04)很不容易

A9. 請問您容不容易發生中暑（含熱衰竭或熱痙攣)？（兩階段問法)
□(01)很容易
□(02)還算容易
□(03)不太容易
□(04)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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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下請問您今年夏天六月起的情形（請訪員唸出文字）
B1. 請問天氣熱時，您在室外常不常撐傘或戴帽子來遮陽？（兩階段問法）
□(01)總是
□(02)經常
□(03)有時
□(04)很少
□(05)從來沒有
B2. 請問天氣熱時，您在室外常不常擦防曬乳等防護用品來保護皮膚？（兩階段問法）
□(01)總是
□(02)經常
□(03)有時
□(04)很少
□(05)從來沒有
B3. 請問您常不常因為天氣熱而影響心情？ （提示卡3）
□(01)每週3次或以上
□(02)每週1-2次(或每月4-11次)
□(03)每月1-3次
□(04)每月少於1次
□(05)從來沒有
B4. 請問您常不常因為天氣熱而影響到做事效率？ （提示卡3）
□(01)每週3次或以上
□(02)每週1-2次(或每月4-11次)
□(03)每月1-3次
□(04)每月少於1次
□(05)從來沒有
B5. 請問您常不常因為天氣熱而感到身體不適？ （提示卡3）
□(01)每週3次或以上
□(02)每週1-2次(或每月4-11次)
□(03)每月1-3次
□(04)每月少於1次
□(05)從來沒有
B6. 請問今年夏天六月起，您有上班的時候平均一天工作（含加班）幾個小時？
小時
（若為0，請跳至第B18題）（工作時數可接受寫到小數點後1位，例：1小時30分鐘請記錄為1.5小時）
B7. 請問您在工作場所常不常覺得熱？（兩階段問法）
□(01)總是
□(02)經常
□(03)有時
□(04)很少
□(05)從來沒有
B8. 請問您的工作場所是在室內或車內，還是室外？
□(01)全都在室內
□(02)大部份在室內，少部份在室外
□(03)室內外大約一半一半
□(04)大部份在室外，少部份在室內
□(05)全都在室外(請跳至第B14題)
B9. 請問您室內或車內的工作場所有沒有提供電風扇或冷氣？
□(01)冷氣加電風扇
□(02)冷氣
□(03)電風扇(請跳至第B13題)
□(04)都沒有(請跳至第B13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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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請問您常不常在工作場所吹冷氣？ （提示卡4）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B13題)
B11.請問您平均每次冷氣吹多久？吹
小時
（吹冷氣時數可接受寫到小數點後1位，例：1小時30分鐘請記錄為1.5小時）
B12.請問您有沒有權力調整室內或車內工作場所冷氣的溫度？
□(01)有，可自由調整
□(02)有，但調整範圍有限

□(03)沒有權力

B13.請問您在室內或車內工作時，常不常接觸高溫設備，如：高溫鍋爐、烤箱、蒸汽箱、
廚房加熱設備（火、瓦斯爐）、加熱燈、探照燈、電弧爐等？
（提示卡5）
□(01)每週3次或以上
□(02)每週1-2次(或每月4-11次)
□(03)每月1-3次
□(04)每月少於1次
□(05)從來沒有
B14.請問今年夏天六月起，您常不常需要在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之間到室外工作？（提示卡5）
□(01)每週3次或以上
□(02)每週1-2次(或每月4-11次)
□(03)每月1-3次
□(04)每月少於1次
□(05)從來沒有(請跳至第B16題)
B15.那麼您在室外工作的衣著打扮最接近以下哪一項？（請訪員唸出選項） （提示卡6）
□(01)必須戴安全帽或鋼盔
□(02)不需要戴安全帽或鋼盔，必須穿著長袖衣物或連身工作衣
□(03)不需要戴安全帽或鋼盔，穿短袖或短褲(裙)，但是需要穿戴手套或長(絲)襪
□(04)不需要戴安全帽或鋼盔，穿短袖或短褲(裙)
□(05)其他
B16.請問您平均每個月在工作地點吸到二手菸有多少次？（提示卡7）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B18題)
B17.平均每次吸多久？吸

分鐘

B18.請問您平均每個月在等車、馬路等其他室外公共場所吸到二手菸有多少次？（提示卡7）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B20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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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平均每次吸多久？ 吸

分鐘

B20.請問您今年夏天六月起，平均每天使用以下交通工具的時間多久？
(01)工作日(上班日/上學日)

(02)休假日(例假日/放假日)

a.步行（含散步,輪椅代步）

分鐘

分鐘

b.腳踏車（含電動代步車）

分鐘

分鐘

c.公車（含等候公車時）/客運

分鐘

分鐘

d.機車（含電動機車）

分鐘

分鐘

e.自用汽車（含貨車）

分鐘

分鐘

B21.請問您在工作日(上班日/上學日)時，不包括交通時間，平均一天待在室外多久？
小時
分鐘
B22.請問您在休假日(例假日/放假日)時，不包括交通時間，平均一天待在室外多久？
小時
分鐘
請問您今年夏天六月起，平均每個月從事或接觸以下活動多少次？
（若a題勾選（08）從來沒有者，b題請跳答） （提示卡7）
(01) (02) (03) (04)
每天 每天 每天 每週
3 次 2 次 1 次 3-6
次
或以
上

(05)
每週
1-2
次

平均每次多久？
例如：
1 小時＝ 60 分鐘
(06) (07) (08)
2 小時＝120 分鐘
每月 每月 從來 3 小時＝180 分鐘
1-3 少於 沒有 4 小時＝240 分鐘
次 1次
5 小時＝300 分鐘
以下以此類推

B23a.自己家吸到二手菸

□

□

□

□

□

□

□

□

B23b.吸

分鐘

B24a.吸到汽機車廢氣

□

□

□

□

□

□

□

□

B24b.吸

分鐘

B25a.自己煮菜，煎的餐數

□

□

□

□

□

□

□

□

B25b.煎

分鐘

B26a.自己煮菜，炒的餐數

□

□

□

□

□

□

□

□

B26b.炒

分鐘

B27a.自己煮菜，炸的餐數

□

□

□

□

□

□

□

□

B27b.炸

分鐘

B28a.去傳統菜市場

□

□

□

□

□

□

□

□

B28b.待

分鐘

B29a.逛夜市

□

□

□

□

□

□

□

□

B29b.逛

分鐘

B30a.除夜市外，在外用餐

□

□

□

□

□

□

□

□

B30b.用

分鐘

B31a.在家裡吹冷氣

□

□

□

□

□

□

□

□

B31b.使用

分鐘

B32a.除了工作外，使用烤
箱、木炭等熱源

□

□

□

□

□

□

□

□

B32b.使用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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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請問您今年夏天六月起，平均每個月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在戶外做休閒活動有多少次？
□(01)每天1次
□(02)每週3-6次
□(03)每週1-2次
（提示卡8）
□(04)每月1-3次
□(05)每月少於1次
□(06)從來沒有(請跳至第C1題）
B34.平均每次活動多久？

小時

分鐘

C、居家環境
C1. 受訪者是否有接受儀器檢測？
（請訪員自行勾選。勾選前，請訪員再確認受訪者住家為檢測區內的，還是非檢測區內的）
□(01)有
□(02)沒有
C2. 請訪員注意！
若受訪者有接受儀器檢測，請記錄檢測地的地址，不需檢測者，請記錄現住的地址。
（煩請訪員詳細填寫，包含鄰、里部分皆需要填入）
郵遞區號□□□
縣/市
路/街

鄉/鎮/市/區
段

巷

村/里
弄

號

鄰
樓之

（請訪員直接唸出）接下來我們要請問您有關「住家」的狀況，就是以這個地址為主。
C3. 請問您住家方圓15公尺的範圍內（大約四間房子的距離以內），有沒有以下情形？
□(01)交通繁忙的馬路、高架道路或高速公路
□(02)產生油煙的餐飲業店家或小攤販(請跳至第C5題)
□(03)交通繁忙的馬路、快速道路以及產生油煙的餐飲店家、攤販
□(04)以上都沒有(請跳至第C5題)
C4. 請問這條交通繁忙的道路，在上下班尖峰時期常不常塞車？（兩階段問法）
□(01)總是
□(02)經常
□(03)有時
□(04)很少
□(05)從來沒有
C5. 請問您住家方圓50公尺的範圍內（走路約1分鐘的距離）
，有下列哪些場所？（可複選）
（提示卡9）
□(01)燒香拜拜的廟宇
□(02)傳統菜市場
□(03)固定夜市或每週至少一次的流動夜市(十家以上的攤販或餐飲業店家)
□(04)其它產生不舒服的味道(異味)或灰塵的商店或工廠(例如洗衣店、機車修理店等)
□(05)以上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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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訪員注意！（若第C3題選（04）及第C5題選（05）均回答沒有者，請訪員自行勾選(07)且跳至第C8題）
C6. 您覺得第C3題與第C5題所選的項目中，最干擾您生活的是哪一項？ （提示卡10）
（請訪員參考受訪者第C3與C5題的答案，若受訪者忘記答案時，請訪員適時提醒受訪者。）
□(01)交通繁忙的馬路或快速道路
□(02)有油煙的餐飲業或小攤販
□(03)有燒香拜拜的廟宇
□(04)傳統菜市場
□(05)固定夜市或流動夜市
□(06)有異味或灰塵產生的商店或工廠
□(07)以上皆不會干擾(請跳至第C8題)
C7. 整體而言，您覺得剛才那項（請訪員唸出受訪者第C6題答案）對您生活的干擾嚴不嚴重？
□(01)非常嚴重
□(02)嚴重
□(03)有些嚴重
□(04)不太嚴重
C8. 請問您覺得您住家附近的空氣品質好不好？
□(01)很好
□(02)還算好
□(04)不太好
□(05)很不好

□(03)普通

C9. 請問您住家附近500公尺內或走路八分鐘內可到的地方，有沒有提供免費冷氣服務的公共場所，
例如社區活動中心、捷運站、地下街、百貨公司、大賣場、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等？
（不包括便利商店等小型店家）
□(01)有

□(02)沒有

D、個人日常習慣或活動
D1. 請問您平均每個月自己打掃家裡多少次？（提示卡11）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D4題)
D2. 平均每次打掃多久？

小時

分鐘

D3. 請問您通常如何打掃家裡？（請以客廳為主，沒有客廳以主要活動地為主）
□(01)先拖地再掃地
□(02)不拖地直接掃地
□(03)使用一般乾式或旋風吸塵器
□(04)一般濕式吸塵器(含乾濕兩用)
□(05)先掃地再拖地
□(06)其他(請說明)
D4. 請問您是不是家裡主要負責烹調的人？
□(01)不是(請續答第D4_1題)
□(02)是(請跳至第D5題)
□(03)家裡不烹調(請跳至第D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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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_1.請問家裡主要負責烹調的人是？
□(01)男性
□(02)女性
D4_2.請問他（她）今年幾歲？

歲（請訪員提醒受訪者以實歲為主）

D5. 過去一個月，您家在煎、炒、炸（不包括水煮）時，常不常開排油煙機？ (兩階段問法）
□(01)總是
□(02)經常
□(03)有時
□(04)很少
□(05)從來沒有
D6. 請問您家裡有沒有拜神明/祖先？
□(01)有，主要家人在拜(請續答第D6_1題)
□(02)有，主要我在拜(請跳至第D7題)
□(03)沒有(請跳至第D12題)
D6_1.主要祭拜者的性別是？
□(01)男性
□(02)女性
D6_2.請問他（她）幾歲？
歲（請訪員提醒受訪者以實歲為主）
D7. 請問您家裡拜神明/祖先的地方，窗戶通常會開多大？
（請以主要對外窗為主，若沒有窗戶時，請以門的狀態為主）
□(01)大開或全開
□(02)半開
□(03)小開
□(04)關閉
D8. 請問您家裡平均每個月拜神明/祖先多少次？（提示卡12）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D9. 平均每次拜多久（在家裡）？

分鐘

D10.請問您家裡拜拜時最主要使用哪種香？（提示卡13）
□(01)一般線香
□(02)較粗香支(如5支香、10支香等)
□(03)環香
□(04)環保香
□(05)其他香種
□(06)沒有使用香支(請跳至第D12題)
D11.請問您每次會用幾支香？

支

D12.請問您平均每個月去寺廟拜拜多少次？（提示卡14）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D15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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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平均每次拜多久（去寺廟）？

小時

分鐘

D14.請問您去寺廟拜拜時通常會用幾支香？
支
（如果受訪者答案有好幾種，請他回答香支數較高的數量，若無用香請填0）
D15.請問您家裡夏天或有蚊蟲時，平均每個月使用傳統蚊香多少次？（提示卡14）
□(01)每天3次或以上
□(02)每天2次
□(03)每天1次
□(04)每週3-6次
□(05)每週1-2次
□(06)每月1-3次
□(07)每月少於1次
□(08)從來沒有(請跳至第D17題)
D16.平均每次用多久？

小時

分鐘

D17.請問過去一年內，您家裡客廳的通風狀態。
（請以窗戶為主，若客廳沒窗戶時，以門的狀態為主）
（兩階段問法：先詢問有沒有開冷/暖氣，有開請選(04)；沒有開則詢問(01)-(03)的情況。）

a. 天氣熱時，客廳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是？
b. 不冷不熱時，客廳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是？
c. 天氣冷時，客廳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是？

窗戶(門)
大開或
全開

窗戶(門)
半開

窗戶(門)
小開或
關閉
(沒開冷/暖氣)

窗戶(門)
小開或
關閉
(有開冷/暖氣)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D18.請問過去一年內，您自己臥室的通風狀態。
（請以窗戶為主，若臥室沒窗戶時，以門的狀態為主）
（兩階段問法：先詢問有沒有開冷/暖氣，有開請選(04)；沒有開則詢問(01)-(03)的情況。）

a. 天氣熱時，臥室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為何？
b. 不冷不熱時，臥室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為何？
c. 天氣冷時，臥室窗戶（門）
最常開的狀態為何

窗戶(門)
大開或
全開

窗戶(門)
半開

窗戶(門)
小開或
關閉
(沒開冷/暖氣)

窗戶(門)
小開或
關閉
(有開冷/暖氣)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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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人際互動
E1. 請問您平常一天裡面，從早到晚大概總共跟多少人接觸？
（包括講話、打電話、寫信、透過電腦網路，不管是認識或不認識的都算）
□(01)0-4人
□(02)5-9人
□(03)10-19人
□(04)20-49人
□(05)50-99人
□(06)100人以上
E2. 請問在這些人裡面，大概有多少人是住在附近的鄰居？（請訪員注意第E1題答案）
□(01)幾乎都是
□(02)大部份是
□(03)大概一半
□(04)大部份不是
□(05)幾乎都不是
E3. 請問在您所有的鄰居中，大概有多少位跟您比較熟（識）？

位（回答0位時，請跳至第E5題）

E4. 請問在這些熟識的鄰居中，過去一年來您大概多久會跟對方坐坐聊聊？
（坐坐聊聊的定義以受訪者主觀認定為主，但不包含只有點頭、打招呼而已的問候）
（兩階段問法：回答沒有者，請訪員追問是選項（05）去年一年都沒有或（06）從來都沒有）
□(01)幾乎每天
□(02)最少一個星期一次
□(03)最少一個月一次
□(04)最少一年一次
□(05)去年一年都沒有
□(06)從來都沒有
E5. 當您有煩惱或心事時，社區裡（地方附近）有沒有人可以和您談煩惱或心事？
□(01)沒有(0人)(請跳至第E7題)
□(02)1人(請跳至第E7題)
□(03)2-4人
□(04)5-7人
□(05)8人以上
□(06)沒有煩惱或心事(請跳至第E7題)
E6. 請問這些可以跟您談的人，他們彼此之間認不認識？
□(01)彼此之間全都認識
□(02)大部分都互相認識
□(03)大概有一半的人互相認識
□(04)只有少數人互相認識
□(05)他們都互不認識
E7. 請問當您需要人幫忙照顧家人時，社區裡（地方附近）有沒有人可以幫忙？（花錢請人照顧也算）
□(01)沒有(0人)(請跳至第E9題)
□(02)1人(請跳至第E9題)
□(03)2-4人
□(04)5-7人
□(05)8人以上
□(06)不需要人幫忙(請跳至第E9題)
E8. 請問這些可以幫忙的人，他們彼此之間認不認識？
□(01)彼此之間全都認識
□(02)大部分都互相認識
□(03)大概有一半的人互相認識
□(04)只有少數人互相認識
□(05)他們都互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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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 請問當您生活上遇到緊急狀況時，社區裡（地方附近）有沒有人可以幫忙？
□(01)沒有(0人)(請跳至第E11題)
□(02)1人(請跳至第E11題)
□(03)2-4人
□(04)5-7人
□(05)8人以上
□(06)沒有遇到這種狀況(請跳至第E11題)
E10.請問這些可以幫忙的人，他們彼此之間認不認識？
□(01)彼此之間全都認識
□(02)大部分都互相認識
□(03)大概有一半的人互相認識
□(04)只有少數人互相認識
□(05)他們都互不認識
E11.整體來說，您和鄰居的關係是親近還是疏遠？
□(01)很親近
□(02)有點親近 □(03)無所謂親近或疏遠
□(04)有點疏遠
□(05)很疏遠

F、社區參與

F1. 請問您目前是不是下面這些社區組織或地方性社團的成員？常不常參與？（提示卡15）
是，
積極參與

是，
但很少參與

不是，
不是，
但積極參與 且幾乎不參與

a. 社會服務慈善團體（含環保）

□01

□02

□03

□04

b. 休閒旅遊、體育團體

□01

□02

□03

□04

c. 宗教性團體（如：宮廟、讀經班）

□01

□02

□03

□04

d. 藝文性團體

□01

□02

□03

□04

e. 聯誼性社團
（如宗親會、同鄉會、校友會等）

□01

□02

□03

□04

F2. 除了以上的團體之外，您是不是其他社區組織或地方性社團的成員？常不常參與？
□(01)是，積極參與
□(02)是，但很少參與
□(03)不是，但積極參與
□(04)不是，且幾乎不參與 □(05)都沒有（請跳至第F3題）
F2_1.參與的團體是？
F3. 請問您目前擔任幹部的社區組織或地方性社團有幾個？

個

F4. 過去這一年以來，您常不常參加社區（地方附近）的一些活動？
□(01)經常
□(02)有時
□(03)很少
□(04)從來沒有(請跳至第F6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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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5. 請問是社區（地方附近）的哪些活動？（可複選） （提示卡16）
□(01)觀光旅遊
□(02)社區義工
□(03)社區環保
□(04)廟會、民俗活動
□(05)運動健身、登山、健行活動 □(06)其他 (請說明)
F6. 請問您住的地方（住家所在）有沒有大廈或社區的委員會？
□(01)有
□(02)沒有

F7. 請問您目前常不常去以下這些場所或設施？

有，經常去

有，有時去

有，很少去
/沒去過

沒有此類
場所/設施

a.社區或村里活動中心

□01

□02

□03

□04

b.社區發展協會

□01

□02

□03

□04

c.社區公共食堂/送餐服務

□01

□02

□03

□04

d.社區健康營造中心

□01

□02

□03

□04

e.老人聚會所

□01

□02

□03

□04

F8. 請問您平常會不會花時間去注意社區（地方附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01)總是會
□(02)經常會
□(03)很少會
□(04)不太會
□(05)幾乎不會
F9. 整體來說，您對您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感到親不親切？
□(01)很親切
□(02)還算親切
□(03)沒什麼親不親切(沒什麼感覺)
□(04)不親切
□(05)很不親切
F10.如果您必須搬離目前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您會感到高興或難過嗎？
□(01)很高興
□(02)高興
□(03)沒什麼高興或難過(沒什麼感覺)
□(04)難過
□(05)很難過
F11.整體來說，請問您對目前住的社區（地方附近）滿不滿意？
□(01)很滿意
□(02)還算滿意
□(03)沒什麼滿意或不滿意
□(04)不太滿意
□(05)很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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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資訊來源
G1. 請問您每週平均有幾天會看紙本報紙（含捷運報等）？

天

G2. 請問您每週平均有幾天會聽廣播？

天（各種方式同步播出的）

G3. 請問您每週平均有幾天會看電視？

天（回答0天時，請跳至第G4題）

G3_1.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多久的電視新聞？

小時

分鐘（各種方式同步播出的）

G4. 請問您每週平均有幾天會上網？（含各種上網方式，如手機、筆電等）
□(01)會，平均
天
□(02)會上網但平常沒上網(請跳至第G5題)
□(03)不會上網(請跳至第G5題)
G4_1.請問您最主要是用哪種方式上網？ （提示卡17）
□(01)桌上型電腦
□(02)筆記型電腦
□(03)平板電腦(如：iPad，ViewPad，EeePad...)
□(04)手機(如：iPhone，HTC... )
□(05)遊戲主機(如：PS2/3，XBOX/360，PSP，NDS…)
□(06)電視(如：internet TV)
G4_2.那次要是哪種方式？ （提示卡18）
□(01)桌上型電腦
□(02)筆記型電腦
□(03)平板電腦(如：iPad，ViewPad，EeePad...)
□(04)手機(如：iPhone，HTC... )
□(05)遊戲主機(如：PS2/3，XBOX/360，PSP，NDS…)
□(06)電視(如：internet TV)
□(07)沒有次要的上網方式
G4_3.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多久的網路新聞？

小時

G5. 請問您最常從下列哪一個管道得知台灣或世界新聞？
□(01)報紙
□(02)廣播
□(03)電視
□(04)網路
□(05)親戚朋友或同事 □(06)雜誌
□(07)其他(請說明)
G6. 請問您最常從哪裡得知天氣概況？ （提示卡19）
□(01)氣象局網站 □(02)電視
□(03)報紙
□(04)廣播
□(05)網路新聞
□(06)親戚朋友
□(07)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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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

G7. 請問除了第G6題的答案外，您還常會從哪裡得知天氣概況？ （提示卡20）
□(01)氣象局網站 □(02)電視
□(03)報紙
□(04)廣播
□(05)網路新聞
□(06)親戚朋友
□(07)沒有其他較常得知的管道
□(08)其他(請說明)
G8. 請問您最主要從那裡獲得保養身體、預防疾病等常識呢？ （提示卡21）
□(01)報章雜誌
□(02)電視廣播
□(03)網路、部落格
□(04)社區健康中心或衛生所
□(05)自己或家人的學校
□(06)親戚朋友
□(07)醫療院所
□(08)其他(請說明)

H、 健康與個人狀況
H1. 請問您的身高為

公分？ 體重為

公斤？（可接受寫到小數點後1位）

H2. 整體來說，請問您覺得自己的身體好不好？
□(01)非常好
□(02)很好
□(03)好

□(04)普通

□(05)不好

H3. 請問您在外用餐時，最常去哪一種餐廳？ （提示卡22）
□(01)燒烤店
□(02)鐵板燒、鐵板牛排
□(03)快炒店
□(04)便當及自助餐 □(05)咖啡簡餐
□(06)麵店或小吃店
□(07)速食
□(08)中式餐館
□(09)火鍋店
□(10)攤販
□(11)素食
□(12)都沒有(跳至第H5題)
□(13)其他(請說明)
H4. 請問除了第H3題的答案外，您還常去哪一種餐廳？
□(01)燒烤店
□(02)鐵板燒、鐵板牛排
□(04)便當及自助餐 □(05)咖啡簡餐
□(07)速食
□(08)中式餐館
□(10)攤販
□(11)素食
□(13)其他(請說明)
H5. 請問您目前視力如何？（提示卡24）
□(01)不需要戴眼鏡就看得清楚
□(02)戴眼鏡後看得很清楚
□(03)戴眼鏡後看得還算清楚
□(04)戴眼鏡後仍看得不太清楚
□(05)戴眼鏡也沒用(幾乎失明)
□(06)看不清楚，也沒有戴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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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卡23）
□(03)快炒店
□(06)麵店或小吃店
□(09)火鍋店
□(12)沒有其他較常去的餐廳

H6. 請問您抽菸嗎？
□(01)每天抽，平均一天抽
支菸
□(02)每週好幾次，平均一星期抽
□(03)每月好幾次，平均一個月抽
□(04)一年好幾次或更少，平均一年
□(05)從不抽
□(06)以前抽，但現在不抽

支菸
支菸
支菸

H7. 請問您有沒有被醫師診斷出下列的疾病或症狀？（可複選，請訪員唸出選項）（提示卡25）
□(01)高血壓及其他心臟血管方面疾病
□(02)氣喘
□(03)鼻炎或鼻子過敏
□(04)支氣管炎、肺炎及其他肺部疾病
□(05)皮膚病
□(06)腎臟病
□(07)糖尿病
□(08)以上都沒有
H8. 請問您最近三年來，有沒有做過自費的健康檢查？
（自費包含部分或全部自己負擔；部分或全身的健康檢查都算）
□(01)沒有
□(02)有，只做自費的癌症篩檢
□(03)有，自費的健康檢查
H9. 請問您有沒有全民健康保險（有健保卡)或其他私人醫療保險？
□(01)沒有全民健康保險，也沒有其他任何保險
□(02)只有全民健康保險
□(03)有全民健康保險，也有其他私人醫療保險(例如：癌症險、住院日付額等)
□(04)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
H10.接下來想請問過去一個月，您常不常覺得有下列生理及心理狀況？
（兩階段問法）

總是

經常

有時

很少

從來沒有

a.身體疼痛

□01

□02

□03

□04

□05

b.不開心或沮喪（失志）

□01

□02

□03

□04

□05

c.對自己失去信心

□01

□02

□03

□04

□05

d.心情平靜

□01

□02

□03

□04

□05

e.自己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

□01

□02

□03

□04

□05

H11.請問您家裡，包含您本人在內，有幾個人同住在一起？
人
（
「同住一起的人」指一週同住四天以上。同住人數至少要為「1」，回答1人，請跳至第H14題）
H12.其中有幾個人是0-6歲？

人（請訪員提醒受訪者以實歲為主）
14

H13.有幾個人是7-12歲？

人（請訪員提醒受訪者以實歲為主）

H14.有幾個人是13歲及以上的就學學生？

人（請訪員提醒受訪者以實歲為主）

H15.有沒有人是18歲以上需要被長期照顧的？（同住家人數：請訪員參考第H11題答案）
（若第H11題回答1人且第H15題回答有者，請訪員自行勾選（01）並填寫1人）
□(01)有 ，共

人

□(02)沒有

H16.請問您平均一個禮拜，有幾天在晚上10點以後還沒回家？
□(01)1天
□(02)2天
□(03)3天
□(04)4天
□(05)5天
□(06)6天
□(07)7天
□(08)0天
H17.我們社會中，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上層，有一群人比較接近下層。下面有一個由上到下的圖表。請
問您認為您目前屬於哪一層？（提示卡26）

最頂層

□(10)

最頂層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最底層

□(01)

最底層

H18.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工作？（提示卡27）（兩階段問法）（工作時數：請訪員參考第B6題答案）
□(01)有全職工作(一週工作 30 小時或以上)
□(02)有固定兼職工作
□(03)不固定(打零工)
□(04)學生/進修在學且有工作
□(05)為家庭事業工作，而且有領薪水
□(06)為家庭事業工作，但沒有領薪水
□(07)學徒、受職業訓練者
□(08)服義務役
□(09)服(研發)替代役

□(10)已經退休且沒有工作
□(11)學生/進修在學且沒有工作
□(12)家庭主婦/料理家務且沒有工作
□(13)高齡、身心障礙、生病不能工作
□(14)目前沒有工作
□(15)從來沒有工作(請跳至第 H20 題)
□(16)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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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工作者，問目前工作；若目前無工作者，則問前一份工作；若目前已退休者，則問退休前最
後一份工作。」
H19.請問您目前（以前/退休前）主要在做什麼工作？
a.公司全名

，主要產品或服務內容

b.部門（無部門者請填無）

，職位

c. 詳細工作內容

行業□□□
變遷職位□□□
ISCO□□□□

□從來沒有工作、兼職或打工過
H20.請問您每個月的個人收入，在還沒扣稅之前差不多有多少，包括薪資、兼差、年終獎金、年節分
紅、加班費、執行業務收入、自營收入、投資或利息收入、退休金等？（提示卡28）
□(01)沒有個人收入
□(02)1 萬元(不含)以下
□(04)2-3 萬元(不含)以下
□(06)4-5 萬元(不含)以下
□(08)6-7 萬元(不含)以下
□(10)8-9 萬元(不含)以下
□(12)10-11 萬元(不含)以下
□(14)12-13 萬元(不含)以下
□(16)14-15 萬元(不含)以下
□(18)16-17 萬元(不含)以下
□(20)18-19 萬元(不含)以下
□(22)20-30 萬元(不含)以下

□(03)1-2 萬元(不含)以下
□(05)3-4 萬元(不含)以下
□(07)5-6 萬元(不含)以下
□(09)7-8 萬元(不含)以下
□(11)9-10 萬元(不含)以下
□(13)11-12 萬元(不含)以下
□(15)13-14 萬元(不含)以下
□(17)15-16 萬元(不含)以下
□(19)17-18 萬元(不含)以下
□(21)19-20 萬元(不含)以下
□(23)30 萬元以上

H21.包括各種收入來源，請問您全家人的所有稅前收入，每個月大約多少元（含工作收入、兼業收入
與獎金、利息收入、紅利或股息、政府津貼給付、房租收入、退休金以及其他收入）？
□(01)沒有全家收入
□(02)1 萬元(不含)以下
（提示卡29）
□(03)1-2 萬元(不含)以下
□(04)2-3 萬元(不含)以下
□(05)3-4 萬元(不含)以下
□(06)4-5 萬元(不含)以下
□(07)5-6 萬元(不含)以下
□(08)6-7 萬元(不含)以下
□(09)7-8 萬元(不含)以下
□(10)8-9 萬元(不含)以下
□(11)9-10 萬元(不含)以下
□(12)10-11 萬元(不含)以下
□(13)11-12 萬元(不含)以下
□(14)12-13 萬元(不含)以下
□(15)13-14 萬元(不含)以下
□(16)14-15 萬元(不含)以下
□(17)15-16 萬元(不含)以下
□(18)16-17 萬元(不含)以下
□(19)17-18 萬元(不含)以下
□(20)18-19 萬元(不含)以下
□(21)19-20 萬元(不含)以下
□(22)20-30 萬元(不含)以下
□(23)30-40 萬元(不含)以下
□(24)40-50 萬元(不含)以下
□(25)50-100 萬元(不含)以下
□(26)100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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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請問您的住家室內總共大約有幾坪？（若為多層建築，請加總）
（若受訪者詢問家人後回答或由家人為回答時，請將此狀況詳細記錄在問卷空白處）
□(01)10(不含)坪以下
□(03)20-30(不含)坪以下
□(05)40-50(不含)坪以下
□(07)60-70(不含)坪以下
□(09)80-90(不含)坪以下
□(11)100坪及以上

□(02)10-20(不含)坪以下
□(04)30-40(不含)坪以下
□(06)50-60(不含)坪以下
□(08)70-80(不含)坪以下
□(10)90-100(不含)坪以下

H23.請問您住家客廳有沒有鋪設地毯？

□(01)有，全部

□(02)有，一小塊

□(03)沒有

H24. 請問您住家房子主要結構是哪一種建築材料？（提示卡30）
□(01)鋼筋混凝土
□(02)磚瓦
□(03)鋼骨
□(04)輕鋼架鐵皮
□(05)木材
□(0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H25.請問您住家客廳主要窗戶框是哪一種材質？
（若受訪者詢問家人後回答或由家人為回答時，請將此狀況詳細記錄在問卷空白處）

□(01)非氣密(木頭)
□(03)氣密
□(05)其他(請說明)

□(02)非氣密(金屬類)
□(04)沒有窗戶

H26.請問您住家有沒有兼做生意？

□(01)沒有
□(02)有，主要商品內容或提供之服務:

行業□□□

H27. 請問您住家的座向是？（以客廳位置面對最主要且最寬的對外窗，依指南針方位來判斷）
□(01)坐東朝西
□(02)坐西朝東
□(03)坐南朝北
□(04)坐北朝南
□(05)朝東北
□(06)朝東南
□(07)朝西南
□(08)朝西北
□(09)不在受訪者家裡受訪，無法判斷
H28.為了讓您更了解居家環境品質，請問您願不願意參與我們未來的問卷調查，以及不需收費的精密
儀器的檢測？
□(01)願意
□(02)不願意

◎謝謝您接受我們的訪問！如果有任何問題，我們會用電話與您確認，請留下您的電話號碼，我們一
定會嚴密保護您所提供的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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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9.請問您家的家用電話號碼當中（含住商共用，但不含手機），主要用來接聽電話的號碼有幾個？
_______個（回答0個時，請跳至第H30題）
H29_1.受訪者住家電話號碼：

-

（範例：02-22345678）

H30.請問您有幾個手機門號？ _______個（使用或沒用者都算，回答0個時，請跳至第H31題）
H30_1.受訪者手機號碼：

（範例：0911123456）

H31.請問您願不願意提供您的電子郵件帳號（e-mail），協助我們以後進行網路調查？
□(01)願意，電子郵件帳號(e-mail)是
@
□(02)不願意
□(03)沒有e-mail
□(04)不會上網

~接下來我們要訪問您有關「個人時間的運用狀況」~

訪問結束時間：西元2013年______月______日______時______分（24小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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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員訪問記錄
ZA.訪員訪問情形
ZA1.本次訪問時，問卷 A 的紀錄方式為何？
□(01)全程以紙本問卷記錄
□(02)全程以CAPI系統記錄(請跳至第ZA2題)
□(03)一部分以CAPI系統記錄，一部分以紙本問卷記錄
□(04)其他，請說明
(請跳至第ZA2題)
ZA1a.使用紙本問卷記錄的原因，請說明
ZA2.有沒有其他人陪同您進行訪問？
□(01)有，有人跟訪
□(02)有，請說明陪同者的身份
□(03)沒有
ZA3.在開始訪問後，是否一次就完成訪問？
□(01)是
□(02)否
ZA4.有沒有事先與受訪者約定訪問時間？
□(01)有
□(02)沒有
ZA5.訪問是在哪裡進行的？（可複選）
（請訪員注意，只要有勾選（01）選項，都要續答第 ZA5a 題，若沒有，則請跳至第 ZA6 題）
□(01)受訪者家裡（續答第ZA5a題）
□(02)受訪者家門口
□(03)受訪者工作地點
□(04)受訪者就讀學校
□(05)其他地方，請說明
ZA5a.受訪者家中的清潔程度為？
□(01)一塵不染
□(03)較多灰塵
□(05)到處都是灰塵

□(02)一點點灰塵
□(04)非常多灰塵
□(06)拒絕讓訪員判斷

ZA6.在問卷的訪問過程中，您有沒有唸出題目？
□(01)有，整份問卷都有唸，而且沒有給受訪者看題目
□(02)有，整份問卷都有唸，但有給受訪者看題目（不含提示卡）
□(03)有，部分問卷有唸，部分沒有
□(04)整份問卷都沒有唸，請說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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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7.訪問過程中，是由誰填寫問卷？
□(01)整份問卷都是由訪員填寫
□(02)整份問卷都是由受訪者填寫，請說明原因
□(03)部分問卷由訪員填寫，部分受訪者填寫，請說明原因
ZA8.訪問時，有沒有受訪者家人、朋友、鄰居等人在場？
□(01)有
□(02)沒有(請跳至第ZA9題)
ZA8a.若有，是受訪者的什麼人？（可複選）
□(01)子女/婿媳
□(02)配偶
□(03)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04)父母/公婆/岳父母
□(05)祖父母/外祖父母
□(06)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07)孫兒/外孫(或其配偶)
□(08)伯叔姑/舅姨(或其配偶)
□(09)堂/表兄弟姊妹(或其配偶)
□(10)其他親戚
□(11)幫傭
□(12)鄰居或朋友
□(13)同學或同事
□(14)其他人，請說明
ZA9.訪問過程中，有沒有因語言不通，透過其他人翻譯進行訪問？
□(01)沒有
□(02)有，請說明翻譯人的身份
ZA10.訪問過程中，有沒有發現受訪者有以下的問題？（選項 01-04 可複選）
□(01)口語表達障礙
□(02)聽力障礙
□(03)心智障礙，請說明狀況
□(04)其他，請說明
□(05)都沒有
ZA11.訪問結束後，訪員有沒有將禮券送給受訪者？
□(01)有，受訪者有收下禮券，也有簽名
□(02)有，受訪者有收下禮券，但是拒絕簽名
□(03)有，受訪者有收下禮券，也有簽名，但將禮券轉送給訪員
□(04)有，受訪者有收下禮券，但沒有簽名，並將禮券轉送給訪員
□(05)有，受訪者沒有收下禮券
□(06)沒有，訪員已經沒有禮券，已通知計畫小組補送給受訪者
□(07)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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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受訪者受訪評估
ZB1.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有沒有表示過拒絕接受訪問的意思？（01-03 選項可複選）
□(01)開始時有
□(02)訪問中有
□(03)訪問到最後有
□(04)都沒有

ZB2.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是否曾表示過不耐煩？
□(01)從未
□(02)很少
□(03)有時

□(04)經常

ZB3.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您覺得受訪者回答的可信度：
□(01)非常不可信
□(02)有些不可信
□(03)有些可信

□(04)非常可信

ZB4.開始詢問問卷題目後，受訪者所用的語言是？（可複選）
□(01)國語
□(02)閩南語
□(04)原住民語
□(05)其他，請說明

□(03)客家話

ZB5.開始詢問問卷問題後，您覺得受訪者對您的信任程度如何？
□(01)很低
□(02)低
□(03)高

□(04)很高

ZB6.整個訪問來說，您覺得受訪者的合作程度如何？
□(01)很低
□(02)低
□(03)高

□(04)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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