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機車使用狀況調查表
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070401398 號
調查類別：指定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民國 110 年 12 月底止
調查週期：每 2 年 1 次

1.本調查依據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
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
復。」
2.本表所填資料，係供整體統計分析與決策參考之用，絕不
作其他用途，如有損害受查者權益時，依法應予議處，敬
請鼎力合作。

注意事項：
1.

2.
3.
4.

本表請於接到表後 1 週內填妥（特別注意：本機車若暫時沒有使用、已失竊或不堪使用，仍請於
填答第一大題「何時開始不使用」及「不使用原因」等問項，以及第六大項「使用者基本資料」
後，寄回調查表），反摺免貼郵票寄回：臺北市仁愛路 1 段 50 號「交通部統計處」。
您亦可至交通部首頁(https://www.motc.gov.tw)，點選「交通統計」項下之「布告欄」，再點選「107
年機車使用狀況調查」，完成網路填報。
本表請於「□」處打勾，「___」處填數字或相關資料，金額均指新臺幣，無註明勾選方式者，
均為單選。
本表請詳細填寫，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08:00~12:00；13:30~17:30)電洽「交通部統計處」，
電話: (02)2349-2900 轉 2712、2711、2719、2732、2713、2715、2716，將有專人竭誠為您解說。

【車主若為法人或不常使用本車，請由經常使用本車者填寫】

一、機車基本資料
1.本機車 107 年底是否還在使用？
□(1)是(請跳至第 2 題)
□(2)否(請續答子題 A、B、C 後，直接跳答背面第六大項「使用者基本資料」，
並將本調查表寄回)
A.何時開始不使用：□民國 106 年底以前 □民國 107 年
B.不使用原因：
□已失竊
□已不堪使用(含車禍後車輛損毀及不堪使用被棄置)
□暫時沒有使用(指本機車還可騎，但已連續 3 個月以上不使用)
最主要原因：（限單選）
□使用者出外(含當兵、求學、工作、出國等)
□年老(傷病)無法騎
□機車須大修(尚未報廢)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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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改用其他運具代替
□其他原因（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C.不使用本機車後，您外出最常使用的運具為：
□其他輛機車

□自用小客車

□步行

□自行車(含電動及公共自行車)
□公共運輸工具(含計程車)
2.本機車使用屬性為：
□(1)私人使用之車輛
3.本機車的主要動力來源是：
□(1)燃油
□(2)充電式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2)專供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使用之車輛

□(3)電池交換式

□(4)其他(請說明________)

4.本機車汰換後，是否會繼續購買機車？
□(1)會，會購買何種類型的機車：
□電動機車
□輕型機車(不超過 50cc)
□普通重型機車(超過 50~250cc)
□超過 250~未滿 550cc 之大型重型機車
□550cc 及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
□(2)不會，原因為：
□改換自用小客車
□改搭公共運輸工具(含計程車)
□改用自行車(含電動及公共自行車)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二、機車使用情形
1.本機車通常每公升汽油可行駛多少公里：【電動機車免填】
□(1)未滿 15 公里
□(2)15~未滿 20 公里 □(3)20~未滿 25 公里
□(4)25~未滿 30 公里 □(5)30~未滿 35 公里
□(6)35 公里及以上（請註明
公里）
2.本機車最常乘載人數：（含駕駛人）
□(1)1 人 □(2)2 人
□(3)3 人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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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機車在 107 年平均每星期約使用幾天？
□(1)未滿 1 天
□(2)1 天
□(3)2 天
□(5)4 天
□(6)5 天
□(7)6 天

□(4)3 天
□(8)7 天

4.本機車在使用的天數中，平均每天約使用幾次？（來回算 1 次）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5 次 □(6)6 次及以上
5.本機車在使用的天數中，平均一天約行駛多少時間？（不含停車熄火時間）
□(1)未滿 15 分鐘
□(2)15~未滿 30 分鐘 □(3)30~未滿 45 分鐘
□(4)45~未滿 60 分鐘 □(5)1~未滿 1.5 小時 □(6)1.5~未滿 2 小時
□(7)2~未滿 3 小時
□(8)3~未滿 4 小時
□(9)4 小時及以上
6.您使用本機車最主要用途為：（限單選）
□(1)上下班
□(2)上下學
□(3)洽公或業務使用
□(4)探親或接送親人、小孩
□(5)購物
□(6)休閒
□(7)其他(請說明_______)
7.本機車在居家附近主要停車位（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車免填）：（限單選）
□(1)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含停車彎)
□(2)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3)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4)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5)騎樓
□(6)停車場(含自宅停車位)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8.您預估本機車使用年限為多少年？
□(1)未滿 5 年
□(2)5~未滿 10 年
□(4)15~未滿 20 年
□(5)20~未滿 25 年

□(3)10~未滿 15 年
□(6)25 年及以上

9.您停車後可容忍的步行時間：
□(1)未滿 5 分鐘
□(2)5~未滿 10 分鐘
□(4)15~未滿 20 分鐘
□(5)20~未滿 30 分鐘

□(3)10~未滿 15 分鐘
□(6)30 分鐘及以上

三、通勤（學）情形（請第二大項第 6 題：使用本機車最主要用途答案為(1)
上下班或(2)上下學者填寫，若非上述答案者，請跳至第四大項作答）
1.平均每星期有幾天使用機車通勤(學)（指上下班或上下學）？
□(1)未滿 1 天
□(2)1 天
□(3)2 天
□(4)3 天
□(5)4 天
□(6)5 天
□(7)6 天
□(8)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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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使用機車通勤(學)的天數中，平均每天約使用幾次？（來回算 1 次）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5 次 □(6)6 次及以上
3.使用機車通勤(學)時，平均每次（來回算 1 次）約行駛多少時間？
□(1)未滿 10 分鐘
□(2)10~未滿 20 分鐘
□(3)20~未滿 30 分鐘
□(4)30~未滿 40 分鐘
□(5)40~未滿 60 分鐘
□(6)1~未滿 1.5 小時
□(7)1.5~未滿 2 小時
□(8)2 小時及以上
4.您通勤(學)時使用機車主要原因為：（複選）
□(1)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不方便 □(2)機動性較高，方便進行其他活動
□(3)可縮短通勤時間
□(4)通勤成本較低
□(5)停車較方便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5.本機車做通勤(學)用時，有沒有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
□(1) 沒有，無轉搭乘主要原因為：（複選）
□距離短，無轉搭乘需求
□較費時
□轉搭乘停車不方便
□轉搭乘停車成本高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
□(2) 有，
A.騎機車到達轉搭乘其他交通工具地點平均所需時間：(指上下班或上下學
時，先騎機車至某一地點的時間，非指總通勤時間)
□未滿 3 分鐘
□3~未滿 5 分鐘
□5~未滿 10 分鐘
□10~未滿 20 分鐘 □20~未滿 30 分鐘 □30~未滿 40 分鐘
□40 分鐘及以上
B.最主要轉搭乘之交通工具為：（限單選） (指上下班或上下學時，先騎
機車至某一地點，再轉乘其他交通工具者)
□自用小客車 □計程車
□火車
□市區公車
□長途客運車 □捷運
□自行車 □交通車
□高鐵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C.轉搭乘其他運具時，機車最常停放的位置：（限單選）
□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含停車彎)
□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捷運站附設之機車停車格
□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騎樓
□停車場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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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機車平常在工作(學校)地點最常停放的位置：（限單選）
□(1)路邊或巷道內之機車停車格(含停車彎)
□(2)人行道上之機車停車格
□(3)捷運站附設之機車停車格
□(4)公司或學校提供之停車位
□(5)無機車停車格之人行道上
□(6)無機車停車格之路邊或巷道內
□(7)騎樓
□(8)停車場
□(9)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7.您未來 3 年內(108 年~110 年)通勤(學)是否會考慮使用公共運輸工具(含計程車)來
代替機車？
□(1)會，將以何種公共運輸工具代替：（可複選）
□公車(含客運車) □捷運
□火車
□高鐵
□計程車
□自行車(含電動或公共自行車)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2)不會，最主要原因為：（限單選）
□通勤(學)搭乘公共運輸工具不方便
□較費時
□通勤(學)搭乘公共運輸工具的成本較高 □機動性較低
□離通勤(學)地點近，不需要
□工作地點不固定
□業務需使用機車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四、機車支出情形
1.本機車平均每星期耗用汽油費、充電費或租用電池費為：
□(1)未滿 30 元
□(2)30~未滿 50 元
□(3)50~未滿 70 元
□(4)70~未滿 90 元
□(5)90~未滿 110 元
□(6)110~未滿 130 元
□(7)130~未滿 150 元
□(8)150~未滿 175 元
□(9)175~未滿 200 元
□(10)200~未滿 225 元
□(11)225~未滿 250 元
□(12)250~未滿 300 元
□(13)300 元及以上（請註明
元）
2.本機車 107 年全年保養維修費用約：【含零件、配件、機油更換或添加、車身及
引擎維修，但不含燃料稅、汽油費及折舊費】
□(1)0~未滿 500 元
□(2)500~未滿 1,000 元
□(3)1,000~未滿 1,500 元
□(4)1,500~未滿 2,000 元
□(5)2,000~未滿 3,000 元
□(6)3,000~未滿 4,000 元
□(7)4,000~未滿 5,000 元
□(8)5,000 元及以上（請註明
元）
3.本機車平均每月花費停車費：【含路邊、路外、建築物附設停車位等之停車費】
□(1)無停車費
□(2)未滿 50 元
□(3)50~未滿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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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未滿 200 元
□(5)200~未滿 300 元
□(7)400~未滿 500 元
□(8)500~未滿 600 元
□(9)600 元及以上（請註明
元）

□(6)300~未滿 400 元

五、您對下列措施之意見
1.請問在下列何種因素下，您會購置或汰換改使用電動機車？
□(1)無論何種因素都不會改用
□(2)會改用，在下列何種因素下會改用(最多選 3 項，並請將其答案號碼依序填
於下列之 [___]內，第 1 優先: [____]，第 2 優先：[_____]，第 3 優先：[_____])
健全充電設施
改善車輛續航性能 增設電動機車專用停車位
提供停車費優惠 電動機車價格合理 其他(請說明
)
2.請問您是否知道汽機車於路口轉彎時，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1)知道
□(2)不知道

六、使用者基本資料（下列各問項請填目前本機車最常使用者之基本資料）
1.您是否為車主本人：
□(1)是
□(2)不是
2.性別：
□(1)男

□(2)女

3.年齡：
□(1)未滿 18 歲
□(4)30~未滿 40 歲
□(7)60~未滿 65 歲
□(9)70~未滿 75 歲

□(2)18~未滿 20 歲
□(5)40~未滿 50 歲
□(8)65~未滿 70 歲
□(10)75 歲及以上

□(3)20~未滿 30 歲
□(6)50~未滿 60 歲

4.教育程度：
□(1)國小及以下
□(4)專科

□(2)國(初)中
□(5)大學

□(3)高中(職)
□(6)研究所及以上

5.行業：
□(1)有就業：
□農林漁牧業 □工業
□服務業(不含第項行業)

□批發及零售、住宿及餐飲業
□軍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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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部分工時就業者)
□(2)未就業：
□學生
□料理家事

□其他______
□退休人員

□其他______

6.您府上目前擁有的交通工具：（公司行號或政府機關業務用車免填）
(1) 機車，總共有：
□0 輛 □1 輛 □2 輛 □3 輛 □4 輛及以上
(2) 自用小客車，總共有：
□0 輛 □1 輛
□2 輛
□3 輛 □4 輛及以上
7.您平均每個月之個人總所得（含任何收入及津貼，但不含家庭其他成員所得）：
□(1) 未滿 5 千元
□(2) 5 千~未滿 1 萬元
□(3) 1 萬~未滿 2 萬元
□(4) 2 萬~未滿 3 萬元
□(5) 3 萬~未滿 4 萬元
□(6) 4 萬~未滿 5 萬元
□(7) 5 萬~未滿 6 萬元
□(8) 6 萬~未滿 7 萬元
□(9) 7 萬元及以上（請註明_____萬元）
8.您平常出門除騎本機車外，是否也兼用其他交通工具：
□(1) 是，兼用之交通工具為：（複選，限 3 項）
□自用小客車 □計程車
□火車
□市區公車
□長途客運車 □捷運
□自行車 □交通車
□高鐵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
□(2) 否
9.本機車目前最主要在哪一個縣市使用？（若本車有跨縣市使用者，請填選行駛時
間花費較多之縣市）
□(1)新北市 □(2)臺北市
□(3)桃園市 □(4)臺中市
□(5)臺南市
□(6)高雄市 □(7)宜蘭縣
□(8)新竹縣 □(9)苗栗縣
□(10)彰化縣
□(11)南投縣 □(12)雲林縣
□(13)嘉義縣 □(14)屏東縣
□(15)臺東縣
□(16)花蓮縣 □(17)澎湖縣
□(18)基隆市 □(19)新竹市
□(20)嘉義市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10.請問您目前居住在哪一個縣市？
□(1)新北市 □(2)臺北市
□(3)桃園市 □(4)臺中市
□(6)高雄市 □(7)宜蘭縣
□(8)新竹縣 □(9)苗栗縣
□(11)南投縣 □(12)雲林縣
□(13)嘉義縣 □(14)屏東縣
□(16)花蓮縣 □(17)澎湖縣
□(18)基隆市 □(19)新竹市
□(21)金門縣 □(22)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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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南市
□(10)彰化縣
□(15)臺東縣
□(20)嘉義市

建議事項：請您提供對政府機車管理政策與措施之具體建言，供為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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